寧波公學
2021 年 9 月份家長信
（通告編號：62/21）
敬啟者：
隨函附上 2021 年 9 月份校務安排及活動事宜之通告，有關通告將於同日上載學校網頁，敬
請家長留意。摘要如下：
全校通用
1. 有關開學期間事項
1.1 特別時間表（LP）
1.2 售賣體育服（KZ）
1.3 學生資料表（TY）
1.4 學生健康狀況資料（LI）
1.5 學生資助計劃（NK/KM）
1.6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NK/KM）
2. 進展性評估及學生成績計算方法（LP）
3. 中一、中二級家長教師交流會，中五、中六級文憑試家長講座暨家長教師會週年大會（CN）
4. 學校改善工程（NK）
5. 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LI）
6. 網上體育課注意事項（LI）
個別班級適用
1.
2.
3.
4.
5.
6.

Sport Act 獎勵計劃（中一及中二級）（LI）
每日文言半小時（中一至中三級）（FG）
網上互動英語學習（中一至中三級）（CN）
2022-23 年度高中選修科目（中三級）（YC）
高中課程增值計劃（中三級）（YC）
中四級團隊建構及領袖潛能發展日（中四級） （LV）

另附：(1) 學生資料表（DA）
(2) 學生健康狀況資料表（LI）
詳情請參閱附件，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345 5633 與本校校務處聯絡。
此致
貴家長
寧波公學 謹啟
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

全校通用
1. 有關開學期間事項
1.1 特別時間表（LP）
9 月 2 日（星期四）為班主任處理班務日，是日放學時間為中午 12:00。9 月 3
日（星期五）起，將採用以下時間表上課。
08:20 – 08:35
08:35 – 09:15
09:15 – 09:55
09:55 – 10:10
10:10 – 10:50
10:50 – 11:30
11:30 – 11:45
11:45 – 12:25
12:25 – 13:05

點名
第一節
第二節
小息
第三節
第四節
小息
第五節
第六節

1.2 售賣體育服（KZ）
班級
中一級
中二及以上班級
日期
9 月 8 日（星期三）
時間
小息
放學後至下午 2:00
地點
雨天操場
尺碼
夏季Ｔ恤
尺碼
短褲
冬季套裝
34-36
$66
XS-S
$66
$245
38-40
$73
M-L
$73
$260
42-44
$76
XL-2XL
$76
$270
46
$78
3XL
$78
*中一新生如已於註冊日訂購冬季體育服，當天可帶同收據及環保袋到雨天操場領取。

1.3 學生資料表（TY）
為能與家長保持緊密聯繫，學校須每學年更新學生資料，請家長協助學生補充
及修正資料表，並於 9 月 7 日（星期二）或以前帶回交予班主任存檔。

1.4 學生健康狀況資料（LI）
體育科是課程重要的一部份，所有學生均須參加體育課，惟家長必須留意，如
子女患有任何疾病，則應徵詢醫生之意見，是否適宜上課。如需要暫時或長期豁免
上體育課，請盡早通知體育老師，並呈示註冊醫生證明書以便處理及存案。若子女
日後有任何健康狀況之改變，祈請立即通知學校。
另根據教育局指示，學校在體育課及籌辦課外活動時，須特別關注學生身體健
康情況，故應備存學生的健康紀錄。現請家長填寫學生健康狀況資料表，由學校存
檔。家長填寫有關資料表純屬自願性質，惟學校懇請家長盡量合作填寫，以便學校
活動時，老師能掌握學生的健康情況，妥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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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學生資助計劃（NK/KM）
一、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及上網津貼計劃
為使學校能盡早協助學生處理申請，請家長於開學後一星期內，著子女將家長簽
妥的「學生資助辦事處批核證明書」交予班主任。
二、葛量洪生活津貼（中四至中六級）
準則：此項生活津貼的發放，將純以申請學生之家庭經濟狀況為批核準則。
資格：中四至中六級全日制學生，必須為香港居民。
不接受申請對象：綜援受助者 及 重讀生。
＊有意申請上述第二項資助計劃者，請於 9 月 6 日（星期一）或以前到 207 室向
高婉雯老師索取表格。校內截止日期：2021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一）。
1.6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NK/KM）
教育局於 2019 年初成立學生活動支援基金，運用基金的投資回報提供「學生活動支
援津貼」，目的是資助家庭經濟有困難的學生參與學校認可的全方位學習活動，讓同學有
平等的學習機會。如需申請，同學可按不同情況提交所需文件：
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家庭
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全額資助
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半額資助

請交證明文件副本到校務處

如同學在同一學年內參與學校舉辦的活動時需要資助，只需於該活動的家長通知書回
條中聲明已向學校申請「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無需再遞交證明文件或家長信函。請
注意：
1.
2.

2.

每次活動的資助額將按情況個別審批，並不一定獲全數資助或劃一資助。
審批前無需繳付活動費用，審批後會通知同學及家長資助金額，並請家長簽署「接受
資助金額」文件。

進展性評估及學生成績計算方法（LP）
2.1 進展性評估
本校推行進展性評估，旨在希望透過評估數據，具體反映學生表現，藉以回饋教
學，並鼓勵學生持續學習及建立定時溫習的習慣。各科會因應學科性質推行進展性評
估，並於學期初由科任老師向學生闡釋評估要求。每學期進展性評估的分數各佔全年
成績的 5%，即共佔全年的 10%，家長可得知學生日常學習的表現及態度，並勉勵、
督促同學持續學習。
我們深信要提升學習果效，需培養學生承責，使其能自主學習，由學生自行管理
學習資源，做到真正還學於生。本年度我們會進一步提升要求：全校老師將一致要求
學生妥善整理、保存各科筆記及將日常課業登分。倘同學遺失課業、測驗或未有登
分，則該科的進展性評估將會作 0 分計算。
2.2 學生成績計算方法
2.2.1 各級各科佔分比重：

中一至中三

中四
中五至中六

英文

中文

數學

生活與
社會

2

2

2

1

英文

中文

數學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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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音樂/
生涯規劃
體育/
其他科目
(中一及
普通話/
中二)
普通電腦
1
0.5
等第

公民與社會
發展/
通識教育
1
2

選修科目

體育/
生活藝術

1
1

等第
等第

2.2.2 各級測驗、考試及進展性評估比重
中一至中五
中六

上學期考試
進展性評估
考試
5%
30%

進展性評估
5%

下學期考試
統一測驗
15%

考試
45%

模擬考試
100%

備註：中六各科小測分數亦會計算在模擬考試內

3.

中一、中二級家長教師交流會，中五、中六級文憑試家長講座暨家長教師會週年大會（CN）
相信家長都會十分關心子女於新學年在學校的表現－孩子是否適應另一階段的學習生
活？在學習上遇到甚麼困難？家長及老師可在哪方面作出配合而令孩子做得更好？
學校謹定於 10 月 8 日晚上舉行中一、中二級家長教師交流會，就上述問題與家長交換
意見，共同探討孩子在學習或生活上面對的轉變，以收家校合作之效，攜手輔助孩子成長。
學校社工於當晚亦會駐校，歡迎家長約見面談。
當晚亦會舉行家長教師會週年大會，程序如下：
日期
：2021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五）
當天安排：下午 6:00 至 6:30 登記入座
6:30 至 7:00 家長教師會週年大會（禮堂）
7:00 至 8:00 活動一（課室）：
家長教師交流會
－中一、中二級正、副班主任會見家長
活動二（410 室顧國敏演講廳）：
中五、中六級家長講座
－與子女一起走過 2022 中學文憑考試的日子
歡迎全體中一至中六級家長屆時出席家長教師會週年大會。

4.

學校改善工程（NK）
行政及學生事務處每年皆撰寫計劃書，向教育局申請額外撥款進行學校維修及美化校
園工程。今年，本校成功獲教育局額外撥款$1,370,000 進行維修工程。除一般維修保養外，
本年度主要工程包括於雨天操場添置「李達三葉耀珍伉儷李本俊獎學金」芳名錄牆、更換
禮堂 LED 熒幕、改建多媒體資源中心、為全校課室髹漆、更換部份課室照明裝置、為樓
梯扶手髹漆及更換部份課室窗簾等，以優化學生之學習環境。

5.

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LI）
本校已報名參加由香港兒童健康基金、教育局及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合辦的學校體適
能獎勵計劃，此計劃目的是提高學生對健康體適能的意識及鼓勵他們經常參與體育活動。
學生須於體育課堂上參與體適能測試，測試成績將計算在體育科成績內。若測試成績達到
指定水平便可獲得章級證書。計劃詳細內容可瀏覽香港兒童健康基金網址：
http://www.childhealthhongkong.com

6.

網上體育課注意事項（LI）
若學校因疫情影響而停課，同學於家中進行網上體育課時需注意以下事項：
1. 上課時需打開鏡頭，並盡量保持足夠空間。
2. 需穿上運動鞋及合適的運動服裝。
3. 若需網上同步做運動時，應留意自己身體狀況是否適合進行體能活動，如身體
不適應盡早通知家長或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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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班級適用
1.

Sport Act 獎勵計劃（中一及中二級）（LI）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學校體育推廣計劃的「Sport Act 奬勵計劃」，目的是鼓勵學生按
年訂立參與運動的計劃。如學生能在建議的期限內，定時定量地進行體育活動或運動訓
練，而有關的運動紀錄又經核實，便可經學校申請獎狀。這項獎勵計劃著重鼓勵學生恆
常參與運動，使之成為生活習慣。學生透過參與運動，可以從中得益，提升其心理和身
體質素。請家長鼓勵同學積極參與。
上學期
下學期

推行日期
2021 年 9 月 26 日至 11 月 20 日
2022 年 3 月 6 日至 4 月 30 日

學生將於稍後時間獲發「Sport Act 奬勵計劃」學生手冊一本。

2.

每日文言半小時（中一至中三級）（FG）
為幫助學生養成閱讀文言文的習慣及提升文言文的理解能力，本校中文科會代學生
購買名創教育出版社《每日文言半小時》練習本，集體訂購價為$74。如同學欲經由學校
訂購該練習本，請於 9 月 7 日（星期二）將款項交予中文科老師。

3.

網上互動英語學習（中一至中三級）（CN）
為提升 學生英語 水平及建 立自學習 慣，本校 提供互動英語學習網 站（English
Builder），透過不同類型的練習增強學生英語聽、說、讀、寫能力。英文科老師將於 10
月發放有關網址、用戶名稱及登入密碼。由於學生網上練習的成績及參與率將計入進展
性評估分數，希望家長督促子女在家依時完成網上英語學習課業。

4.

2022-23 年度高中選修科目 (中三級)（YC）
本校向以為學生提供一個均衡及多元化的高中課程，並致力為學生開設不同的選修
科目，以滿足學生的性向和能力的發展。2022-23 年度將開設的高中選修科目如下：
1. 物理
2. 化學
3. 生物
4. 經濟
5. 地理
6.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
7. 中國歷史
8. 世界歷史
9. 資訊與通訊科技
10. 視覺藝術

5.

高中課程增值計劃（中三級）（YC）
本校將為中三級同學於星期三課後舉辦增值計劃，同學如有意於高中以英語修讀選
修科或考慮修讀數學選修單元一(不論中文或英文)，則必須參加此計劃，並完成所有課
節及於中三英語科及數學科考試總分考獲 75 分或以上，否則將不獲考慮。
高中課程英語增值計劃詳情如下：
科目
： Economics（選修）、BAFS（選修）、
Mathematics（Module 1 : Calculus and Statistics）
費用
：全免
名額
：70 人（各班學生均可報讀，如報讀人數超過名額，將按學生上學期考試
之英語及數學成績優次作甄選，報讀人數不足 15 人將不會開設）
上課日期：各科上課日期容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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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四級團隊建構及領袖潛能發展日 (中四級) （LV）
為加強中四各班同學的凝聚力，同時亦讓各班同學能積極面對新高中學習生涯並及
早適應各方面的轉變，輔導處將舉辦「團隊建構及領袖潛能發展日」，以強化班家精神，
加強團結力量。
是項安排為校本生涯規劃活動之一，並配合高中「其他學習經歷」範疇，所有同學
必須參與，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參與班級
時間
集合地點
舉行地點
費用
備註

2021 年 9 月 18 日（星期六）
2021 年 9 月 25 日（星期六）
S.4A、S.4B 及 S.4C
S.4D 及 S.4E
集合時間：上午 8:00，放學時間：下午 1:15
學校禮堂
學校禮堂、雨天操場及體育館
全免
 同學必須穿著本校體育服及運動鞋出席
 帶備飲用水、原子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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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份家長回條
（請於 9 月 7 日或以前將此回條交回班主任存檔）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有關 貴校 2021 年 9 月份之校務安排及活動等事宜，並有以下意見：

「學生健康狀況資料表」（全校通用[1.4]）
本人 □ 願意填寫敝子弟的健康狀況資料表並交由學校保存及使用。
□ 未便填寫敝子弟的健康狀況資料表。
中一、中二級家長教師交流會 暨 家長教師會週年大會（全校通用[3]）
本人 □ 會出席當天的活動。（每個家庭 1 位代表）
□ 暫無暇出席是項活動。
中五、中六級家長講座 － 與子女一起走過 2022 中學文憑考試的日子（全校通用[3]：中五、中六級）

本人 □ 有意參加 2021 年 10 月 8 日舉行之家長講座。（每個家庭 1 位代表）
□ 未克出席。
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全校通用[5]）
敝子弟 □ 適宜參與「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
□ 由於健康原因，特向校方申請豁免參加「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或其中某些測試。
(需繳交醫生証明書予體育科老師)
「高中課程增值計劃」（個別班級[5]：中三級）
敝子弟 □ 會參加「高中課程增值計劃」，並選修下列科目：（可選擇多項）
○ Economics (選修)
○ BAFS (選修)
○ Mathematics (Module 1: Calculus and Statistics) (選修)
□ 不會參加「高中課程增值計劃」。
（請在適當的 □ 及 ○ 內加上  號）

此覆
寧波公學校長

學生姓名：

家長簽署：

班別

：

班號：

日期

： 2021 年 9 月

家長姓名：

日

回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