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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九  至  二 ○二 ○  年度    第六期    校園通訊    31 .7 .2020  

 

一、 校長的話 

 

「主，快來！」 

學期即將結束，本年香港因疫症及社會事

件遇到很大的挑戰，感謝家長、老師、職工的努

力，學生即使於逆境中亦能停課不停學、停課不

停獎，願每一位余振強紀念中學的學生，都能逆

流而上，信靠天主，力行仁愛。 

藉此恭賀本校 6D 劉朗廉、6C 霍綽霖榮獲本

年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3A 林俊逸、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榮獲香港天主教教區

學校宗教教育獎，希望同學能繼續於學術活動及

服務屢創佳績，不斷自我超越。 

為當今處境，教區主以「主，快來！」作為

本年的牧民主題，鼓勵我們在困苦中，在團體內抱持信德，舉目向主。 

「主，快來！」源自阿拉美語「Maranatha」，是早期基督徒的問候語。早期基督徒由於相

信基督是唯一的真天主，拒絕承認凱撒也是神，因此他們被羅馬人誤認為不忠於國家，並受到

排斥和嚴厲的迫害，歷三百年之久。會以「主，快來！」互相問候，彼此鼓勵和提點，因為基

督徒相信歷史的主宰並不是任何世間權力，而是將天國臨現於人間的基督君王。他許諾要再回

來，使天國圓滿實現。（路 21:28；若 14:1-4，18-20；默 22:12）。故此，「Maranatha」既是基督

徒在困苦中迫切尋求力量和安慰的呼聲，也是在信心中期待和平之君來臨的祈禱。 

湯樞機指出，社會上不同政見人士的彼此猜疑、排斥、敵視的情況未有化解；在家人親友

之間也會因對時局持不同意見而引起爭拗不和。教會既是社會的縮影，很多教友都感受到社會

的撕裂，並承受着精神上的壓力、困擾、焦慮和抑鬱，或會心懷怨憤，甚至連信德也動搖。我

們應仿效早期的基督徒，呼求：「主！快來！」，把我們從困境中解救，並帶給我們內心的平安

與恆久的和平。 

    湯樞機鼓勵我們「聆聽同行」、「接納限制」、「轉化傷痕」。願我們能繼續與學生同行，接

納環境和人生的種種限制，以愛、和平與寬恕轉化傷痕，讓香港繼續前行，主佑。 

 

二、 新學年九月份上課時間 

1,2/9 ：上午8:17 至中午12:00 (處理班務、四社大會及宗教禮儀，必須攜帶文具，不用攜帶課本)； 

3-24,28-30/9：按八堂時間表上課 (上午8:17 開始上課，下午3:20 放學，午膳時間為11:30-12:37)。 

25/9 ：敬師日，上午8:17 開始上課，11:40 放學，不設午膳時間。 

 

三、 學年結束派發之文件 

1. 成績表        5. 文集 

2. 試升生、留級生家長通知書 (如有)   6. 家教會通訊 

3. 校刊 (如有訂購)      7. 初中校本暑期作業 

4. 新學年書單       8. 尚未領取之試卷 (如缺席對卷日) 

                                         
 

余 振 強 紀 念 中 學 

Yu Chun Keung Memorial College 

Newsletter to Parents 

  校園通訊 

 

學 中 念 紀 強 振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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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試升生及重讀生須知 

 1. 升中二至升中六級試升生須於八月八日(星期六)前簽署電子家長通知信，以保留學位。 

 2. 於下年度重讀中一至中五級的學生須於八月八日(星期六)前簽署電子家長通知信，否則作自動放棄學籍論。 

 

五、 升中五或升中六級學生退修選修科事宜  

 有意退修選修科的升中五或升中六級學生，家長可於七月三十日起到校務處領取申請退修表格，並於八月

八日(星期六)前把已填妥的表格交回校務處或電郵 info@yckmc.edu.hk 給學校。申請結果將於八月十四日前通

知家長。家長請留意學生最少必須修讀四個核心科及一個選修科/應用學習科。 

 

六、 下學年校曆 

下學年校曆可於 22/7 後在學校網頁下載。 

 

七、 校務處暑假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星期六：    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12 時 30 分 

 

八、 暑假期間圖書館開放時間 

7 月 25 日至 8 月 7 日，圖書館暫停開放。 

8 月 17 日至 8 月 31 日，開放時間如下：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星期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12 時 30 分； 

期間借書服務暫停。 

希望同學善用圖書館，努力溫習，並遵守圖書館防疫措施。 

 

九、 應用學習課程取錄結果 (2020-22 學年) 

酒店營運                       西式食品製作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4C 卓恩愛  4A 周璟燊、鍾穎儀、李德炫、羅劍齊、吳灝鏘、冼穎怡、 

曾嘉怡、黃頌軒 

4D 莊穎豪  4B 鍾晧晉、㔁心茹 

   4C 吳梓仟 

 

十、 提交 9 月份午膳訂單安排 

若貴  子弟來年升讀中一及中二而未交九月份飯單的家長注意，請於 3/8/2020 - 4/8/2020 上午 8:30-下午

4:30 把飯單及所需的款項交到小食部。 若未能在上述日期回校交午膳訂單，可於辨公時間交到校務處，

校務處代為轉交給小食部。 

 

十一、 2020-2021 年度中一、中二午飯供應商安排 

按教育局指引，在停課期間，校內的午膳供應停頓，而且涉及的時間頗長。另外因疫情關係，本校今年

亦未能舉行試食會。學校考慮此特殊情況，雖與午膳供應商「樂膳飲食有限公司」的合約將於本學年底

屆滿，經校團校董會批准，校方決定將合約延長一年至 2020-2021 年度，與之共渡時艱。 

 

十二、 學校全面使用家長手機應用程式 eClass Parent App 發放電子家長信及推行 AlipayHK 電子繳費系統 

本校已於上學年開始全面經學校手機應用程式 eClass Parent App 發放家長信，接收回覆及回條；並於下

學年起使用 AlipayHK App 作電子繳費平台。 

 

eClass Parent App 詳情如下： 

1. 家長可素描以下 QR code 下載 Parent App，登入後即可使用應用程式： 

 iPhone 智能手機 

  

 

Android 智能手機 

  

 

其他智能手機 

 

2. 家長最多可於 5 部智能手機同時登入同一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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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長可於 Parent App 辦理以下事項： 

a) 查閱子女每天到校時間及過往考勤紀錄。 

b) 查閱及簽署學校通告、活動家長信及校園通訊。 

c) 繳付電子繳款通告、查詢帳戶結存及檢視交易紀錄。 

d) 接收學校即時訊息，包括最新消息、特別事項宣佈、學生留堂通知、因應惡劣天氣引致停課等訊息。 

e) 查閱校曆表。 

4. 如有任何技術查詢，可致電 3913-3211 聯絡 eClass 家長支援熱線。 

5. 如需重設登入密碼，請致電 2714-4161 校務處。 

AlipayHK App 詳情如下： 

1. 家長可素描以下 QR code 下載 AlipayHK App，登入後即可使用應用程式： 

 

iPhone 智能手機／Android 智能手機 

   

 
https://render.alipay.hk/p/s/hkwallet/landing/ 

    

    *請注意：eClass Parent App 目前只支援支付寶(香港) AlipayHK App，不支援其他版本的支付寶。 

2. 電子繳費三大步驟： 

a) AlipayHK App 增值； 

b) 於 eClass Parent App 簽署繳費通告，手機畫面跳至 AlipayHK App 介面後，於 AlipayHK App 繳費； 

c) 成功繳費後可於 eClass Parent App 查閱繳費紀錄。 

3. AlipayHK App 增值可透過連結銀行賬戶增值、網上銀行轉賬增值或現金增值。 

4. 可於以下商戶以現金增值 AlipayHK App 戶口： 

 
或百佳其他旗下超級市場 

5. 使用 AlipayHK 及 eClass 電子繳費示範影片：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jGTg_6hAXp-4U1GMAERSo6n657Aknz6/view?usp=sharing 

 

6. 如有 AlipayHK 的問題，請查看「AlipayHK 常見問題集」：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889O1T07bCmRAZLpGJfurH_WU3b52TzA/view?usp=sharing 

或致電 2245-3201 向 AlipayHK 查詢 

     如有其他有關 eClass Parent App 及 AlipayHK App 的查詢，請致電 2714-4161 聯絡學校行政主任。 

 

十三、 提醒學生暑假期間慎防陷阱 

根據警方資料顯示，區內曾有學生的手提電話、金錢，甚至教科書等貴重物品被盜竊，學生涉及毒品案

件亦間有所聞。同學應提高保障個人財物的意識，如無必要，請勿攜帶大量金錢上街或回校；再者，亦

應盡量避免在公共場所炫耀手提電話或智能手機等貴重電子產品，免招損失。 

此外，警方希望同學們在暑假期間須留意以下訊息： 

1. 謹慎使用互聯網。 

2. 切勿因一時貪念而干犯店舖盜竊。 

3. 如欲在暑假期間求職的同學，需留意求職陷阱。 

https://render.alipay.hk/p/s/hkwallet/land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jGTg_6hAXp-4U1GMAERSo6n657Aknz6/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889O1T07bCmRAZLpGJfurH_WU3b52TzA/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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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緊記毒品禍害，切勿受不良份子引誘，以身試法。 

十四、 常見的暑期工陷阱 

學校鼓勵學生善用暑假努力溫習，或參與課外活動。若部份高中學生仍要尋找暑期工，亦請留意以下警

務處的提示： 

違法工作：販毒集團經常以金錢報酬或免費旅遊，誘騙年青人販毒或偷運違禁品。販毒是嚴重罪行，刑

責非常嚴重，在部份國家甚至有機會被判死刑，年青人絕不應以身試法，亦不應參與其他違法活動，包

括售賣冒牌貨、違法水貨販運、非法募捐、提供銀行戶口協助洗黑錢等，以免惹上官非，留下案底，影

響一生前途。  

層壓銷售：一些傳銷公司以高薪厚佣作招徠，在面試或招聘講座中游說求職人士購買貨品加入傳銷行列。

這些公司以「每層分佣」方式運作，要求『員工』不斷招攬「下線」（包括親友）意圖層層向下搾取金

錢，而非著重產品銷售。部份人更被游說以信用卡透支或向財務公司借貸買貨，最終因貨品滯銷而招致

損失，更隨時因無力償還借款及利息遭申請破產。  

騙財星探：騙徒會假扮經理人、模特兒或配音公司代表，透過互聯網或在街上招攬年青人，聲稱可代為

安排演出工作，誘使對方自費報讀訓練班、參加美容療程/健身課程、繳交試鏡費、推薦金和保證金等。

事主事後卻不獲安排工作，支付的課程費用也不會獲得退款。  

色情陷阱：色情陷阱通常以聘請公關、侍應、模特兒、網上交友等作招徠，標榜豐厚薪金、外地出差、

無須學歷等優厚條件，誘騙入世未深的年青人。為免誤墮陷阱，大家應先了解公司的背景、業務、工作

性質，簽署任何文件前應細閱所有條款，及避免被金錢引誘而參與色情勾當。  

盜取資料：騙徒會以招聘為名，套取身份證、銀行戶口及信用卡等個人資料進行不法活動，包括假冒求

職人士借貸、透過網上銀行盜取存款或到電訊公司購買手提電話及流動服務。求職過程中，特別是透過

網上渠道求職，如需提交個人資料，請考慮要求是否合理及有否過度收集個人資料。  

徵費騙局：騙徒會假借招聘，向求職人士徵收各種不合理費用，例如登記費、資料處理費、行政費、制

服清潔費、工作證件費等；又會以招聘「打手」為網店「打正評」為名騙取入會費、墊支款項等。一旦

遇到「未上工、先收費」的要求，應三思及與家人或朋友商量。 

 

十五、 中一至中三級校本暑期作業及 Moodle 網上練習 

 為鞏固學生中英數三科的學習基礎，讓同學善用暑假時間，中一至中三學生須於暑假內按下學年 

的班別完成以下校本暑期作業及 Moodle 網上練習，同學可以使用 QR code 登入 Moodle 網上練習: 
 

級別 科目 校本暑期作業內容 

中一 

升中二 

(For F.1 Class) 

中文 

Moodle 網上練習(TSA 閱讀理解題目)、文言文校本教材 

及校本暑期作業 

(進階版 A-C 班) (基礎版 D, E 班) 

英文 
School-based Summer Holiday Exercise and 

Moodle Online Exercise 

數學 

升中二級 Moodle 網上練習及 

校本暑期練習  

(包括重溫中一、升中二、TSA、DSE 題目) 

中二 

升中三 

(For F.2 Class) 

中文 

Moodle 網上練習(TSA 閱讀理解題目)、文言文校本教材 

及校本暑期作業 

(進階版 A, B 班)(基礎版 C, D 班) 

英文 
School-based Summer Holiday Exercise and 

Moodle Online Exercise 

數學 
Moodle 網上練習及校本暑期練習 

(包括重溫中二、TSA、DSE 題目) 

中三 

升中四 

(For F.3 Class) 

中文 

Moodle 網上練習(指定篇章題目)、文言文校本教材及 

校本暑期作業 

(基礎版 A, B 班) (進階版 C, D 班) 

英文 
School-based Summer Holiday Exercise 

 

數學 

升中四級 Moodle 網上練習及 

校本暑期練習 

(包括重溫中三、升中四、DSE 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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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售賣下年度課本及習作簿安排 

學生可於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二)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到有蓋操場購買套裝學校簿冊, 新學年初學

校將會售賣套裝學校簿冊，並採取以下分級分流安排： 

(1) 中二、中三 ：九月二日﹙十二時至一時十分﹚ 

(2) 中四、中五 ：九月三日﹙三時二十分至四時三十分﹚ 

(3) 中一、中六 ：九月四日﹙三時二十分至四時三十分﹚ 

各級套裝簿冊包含的簿冊如下： 

   F.1 F.2-3 F.4-5 F.6 套簿 A 套簿 B 

簿類 編號 單價 數量 數量 數量 數量 數量 數量 

小單行簿 A0001 $1.00 10 5 5 - 5 - 

大單行簿 A0002 $1.90 10 10 10 10 - 5 

20 格原稿簿 C0009 $2.30 2 2 2 - - - 

20 格活頁原稿簿 C011B $2.00 2 2 2 - - - 

圖表簿 A0007 $1.90 1 1 - - - - 

音樂簿 D0003 $1.70 1 1 - - - - 

  總金額 $41.20 $36.20 $32.60 $19.00 $5.00 $9.50 

*同學領取書簿時請自備購物袋。 

 

十七、 訂購校服 

校服承辦公司已於 9-10/7/2020 (星期四、五) 早上 8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到校為同學度身訂做校服。

請已訂購校服的同學於 25/8/2020(星期二)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回校繳付訂購餘額並領取已訂

購的校服。有關校服的價格詳情如下： 

學校已轉用新款短袖運動衫(分四社色)，供應商不會再售賣舊款運動衫，但舊生仍可穿著舊款運動衫上體

育課。 

如同學未能於上述日子到校訂購校服，請自行聯絡校服供應商訂購。 

供應商名稱：華灃金達制服校服公司 

地址：九龍長沙灣道 40 號恆滿樓地下 

電話：2749 9932 

尺碼 S / (12.5) M / (13) L / (13.5) XL / (14) XXL / 

(14.5) 
裁碼 

長袖恤衫 $56 $58 $60 $62 $65 $70 

短袖恤衫 $48 $50 $52 $54 $57 $62 

尺碼 S / (24) M / (25) L / (26) XL / (27) XXL / (28) 裁碼 

西褲(腰圍) $92 $97 $102 $107 $112 $117 

尺碼 S / (34) M / (35) L / (36) XL / (37) XXL / (38) 裁碼 

女生夏季校裙(腰

圍) 
$101 $106 $111 $116 $121 $133 

女生冬季校裙(腰

圍) 
$108 $113 $118 $123 $128 $140 

尺碼 S / (36) M / (38) L / (40) XL /(42) XXL /(44) 裁碼 

長袖冷衫 $120 $125 $130 $135 $140 $150 

背心冷衫 $100 $105 $110 $115 $120 $130 

二合一冬季外套 $219 $233 $247 $261 $276 $295 

尺碼 S / (36) M / (38) L / (40) XL /(42) XXL /(44) 裁碼 

運動短褲(男女同

款) 
$48 $51 $54 $58 $62 $70 

冬季運動服外套 $101 $106 $111 $116 $121 $131 

冬季運動服長褲 $85 $90 $95 $105 $115 $125 

短袖運動衫尺碼 (34) (36) (38) (40) (42) (44) 

單價 $65 $70 $75 $75 $8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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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2020/21 學年「學生資助計劃」 

2020/21 學年「學生資助計劃」現正接受申請。有意在 2020/21 學年申請學生資助的家庭，如屬以下情況，

可到校務處領取綜合申請表格： 

a) 在 2019/20 學年沒有遞交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表；或 

b) 未能通過 2019/20 學年的入息審查；或 

c) 未有在本年 3 月 1 日或以前遞交 2019/20 學年資格證明書；或 

d) 已在本年 3 月 1 日或以前提交 2019/20 學年資格證明書，但在 4 月 30 日仍未收到預印的 2020/21 學

年學生資助 計劃綜合申請表格（簡稱「預印表格」）。 

每個家庭只需填寫一份綜合申請表格，有關申請文件亦可自行到民政事務處或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

處領取。另外，學生資助處亦接受電子申請，詳情請留意學生資助處網頁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primarysecondary/tt/application/eforms.htm。 

 

十九、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2019-2020) 

 

A. 簡介 

教育局於2019年初成立學生活動支援基金，並向學校發放全方位學習津貼，以支援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

與全方位學習活動，從體驗學習過程中所獲得的知識、掌握的技能及培養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有助學

生發展終身學習的能力和實現全人發展的目標。 

 

B. 資助範圍 

資助範圍包括本校舉辦或認可的全方位學習活動的收費，如交通費、入場費、導師費或物料費用等。 

活動包括： 

(i) 制服團體活動等； 

(ii) 本校舉辦的課外活動、義工服務； 

(iii) 校隊活動、校際比賽 (如朗誦節、音樂比賽等)； 

(iv) 境內及境外考察或宿營活動； 

(v) 其他經校方認可之活動 

 

C. 申請方法 

請列印或向校務處索取下頁的申請表格，填妥表格後，連同所需文件於 2020年 7月 31日(星期五)前交班

主任 / 相關老師彙集。 

 

D.  津貼發放 

1. 成功申請者將獲個別通知資助的金額。 

2. 津貼會以支票形式發放給申請人。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primarysecondary/tt/application/eform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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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振強紀念中學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津貼申請表 (2019-2020) 

請把申請表格及其他所需文件 於 2020年 7月 31日(星期五)前交班主任/相關老師 彙集。家長提供之資料將會

保密。 

 

甲部：申請資料 (由申請家長填寫) 

學生姓名：                           (       )   班別：            

1. 經濟狀況 (請加 )： 

 本人正領取社會綜合援助 (如屬首次申請，請繳交「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証明書」影印本) 

 敝子弟正領取「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全額津貼」 

 敝子弟正領取「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半額津貼」 

 家境清貧，詳情如下(包括家庭收入，家庭成員人數及申請理由。如有佐證文件，請提供影印本)： 

  

 
 

 

2. 本人希望就敝子弟於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6 月參與之以下活動申請津貼  

 活動名稱 舉行日期 舉辦機構 費用 
審批金額 

(由學校填寫) 

 例: 台灣考察交流團 26-28/9/19 余振強紀念中學 $1000  

1      

2      

3      

4      

 

家長/監護人姓名：                                 聯絡電話：                          

家長/監護人簽署：                                 日    期：                          

支票抬頭人(家長/監護人)姓名：                                ( 請用正楷書寫，須與身分證名字相同 ) 

*申請人必須持有本地銀行戶口，以便存入支票 

                                                                                                  

乙部：審批結果 (由學校填寫) 

 獲批「學生活動支援津貼」津貼為   HK$             。 

 申請人不予資助，原因為： 資料不全 / 經濟上非最有需要。 

負責老師姓名：                           校長簽署：                           

負責老師簽署：                           日期    ：                           

- 完 - 

檔案編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