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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長的話 
 

效聖母建共融家庭 

 

自十三世紀教會將五月訂為聖母月，其意義為鼓勵我們默想聖母身上的事

蹟，能堅強我們在一切事情上信賴天主，在困難中懷有希望，在生活中見証天

主的愛，如同聖母在一生中接受天主的聖化和救恩一樣。  

 

聖母甘負天主使命作救主母親，養育耶穌成長，目賭兒子被釘十架，一生

充滿考驗挑戰。今日家長亦因疫情等因素面對各類挑戰和考驗。願我們也能效

聖母對天主保持信德，為孩子提建立一個充滿共融和愛的大家庭，幫助孩子找

到天主在他們生命中的召叫。 

 

亦鼓勵大家效法聖母的德行，並求她為我們轉禱，能指導我們如何信從和

依靠基督，活出 一個基督徒的生命與見証。  

 

我們亦希望為家長提供更多支援，學校已回復半日面授，希望家長鼓勵同

學接種疫苗，保障同學健康，讓同學能盡快回復全日面授，重過正常校園生活。 

 

疫情期間老師亦積極鼓勵同學參加各類比賽和活動，同學亦取得優異表現。 

 

6D 黎澍晴於「領展大學生獎學金」獲獎，6D 何美瑩、6C 霍澔泓於「尤德

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獲獎，3A 謝育姍及 5D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

於「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獲優異獎。2A 賴家榮、5D 蘇家富、5D 周雅妮於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全港青少年進步獎」獲獎，5C 周雅妮、4D 黃智淵、1B 劉

壹尹於「中電新世代‧新動力獎勵計劃」獲獎。 

 

於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Chinese and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1A Kau Tsz Hang Canice 獲冠軍，亦多位同學獲金、銀、銅獎。 

 

另於 Greater Bay Area Gifted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2021，

2A  Zhou Cheuk Him、3A  Lerma Noel Ladion 獲 Star of Excellence。 

 

於 73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同學於多個項目獲冠、亞、季

軍，包括 5S Azuro Jobelle Jang Mapus、6S Chan Daniel、6S Wong Kin Hei、

6B Yau Pui Chit、3A Lo Tsz Ho 及 3A Hui Pak Sin。共 48 位獲 Certificate of Merit

及 10 位同學獲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5B 徐鴻璋體育成績優異近日亦獲公教報專訪。 

 

希望同學繼續求進，自強不息，熱心服務，以善行和愛德光榮天主，主佑。 

 

二、 颱風及暴雨應變措施 
有關颱風及暴雨應變措施，家長可參閱學生手冊(p.12)或學校網頁，並務請

留意相應的上課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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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下學期統測及考試 

1. 下學期統一測驗：將於 5 月 19、20、23、24 日進行，統測範圍已刊登於 3 月 21 日發放的家長信。(P366/21/22)。 

2. 下學期考試日期：7 月 11、12、13、14、15、18、19 日 

 

四、 下學期統一測驗及考試缺席須知 

1.  根據學校的測考政策，學校不會為缺席測驗或考試的學生安排補考。 

2.  若學生缺席測驗或考試而 未能 提供有效醫生證明，該次測驗或考試的評分將為零分。 

3.  若學生因病缺席測驗或考試且 能 提供有效醫生證明，該次測驗或考試可得到評估分數。家長/監護人須於

病假當日或之前致電校務處為學生請假，並最遲分別於 27/5 或 22/7 將有效的醫生證明書及請假信交給班

主任。 

4.  評估分數的計算方法：(i)計算缺席測考的學生於最近一次相同學科的測驗或考試的名次；(ii)評估分數=於

缺席的測驗或考試中考獲相同名次的學生的評分的 70%。 

 

五、 下學年中一、二及中四、五班級結構 

因應近年中四五級實施課程優化措施及學生人數下降，本校下學年中一二及中四五班級結構將作以下改

變： 

中一二級： 

(a) 中一二級分 4 班上課； 

(b) 1A2A 班人數較多(約佔全級 30%)，其中中文、英文及數學科將分兩組(A1 組及 A2 組)上課； 

(c) 1A2A 的中文、英文及數學的 A1 組將設獨立課程及測考試卷； 

(d) 1C2C 及 1D2D 的中英數課程將作調適，以配合學生需要，測考試卷部分題目依照調適課程設計。 

 

中四五級 

(a) 中四五級分 4 班上課； 

(b) 4D5D 班人數較多(約佔全級 30%)，其中中文、英文及數學科將分兩組(D1 組及 D2 組)上課； 

(c) 4D5D 的中文、英文及數學的 D1 組將設獨立課程及測考試卷； 

(d) 4D5D 班學生讀數學 M1 或第三個選修科。 

 

六、 高中課程規劃(下學年中四級起) 

 中四實施的高中課程優化措施，由下學年中四級起，學校高中課程將作以下規劃： 

1. 高中四個核心科目課時將不超過總課時一半： 

 最新課節 (每循環周) 

中文科 8 

English 10 

數學科 9 

公民及社會發展科 3 

 

2. 增設選修科(3X)，供學習能力較佳學生修讀，同時將數學延伸單元一(M1)的課堂納入常規時間表內： 

 4A 4B 4C 4D 

X1 生物、Physics、經濟、歷史、旅款、倫宗 

X2 Chemistry、資訊及通訊科技、BAFS、體育、健社 

X3    Biology / 

M1+應試輔導中文及英文 

 中四起不設地理選修科 

 4D班學生可選生物（6堂）或 M1（3堂）＋應試輔導中文（2堂）＋應試輔導英文（1堂） 

 X1生物以中文修讀、X3 Biology以英文修讀 

 X1 Physics, X2 Chemistry 及X2 BAFS 以英文修讀 

 Physics, Chemistry, Biology, BAFS 英文組學生可申請用中文修讀 

3.  A至C班增設四個核心科目相關的增潤課節： 

 4A-C 

中文增潤：中國文化探究 2 

English Enrichment: English Language Arts (ELA) 1 

數學增潤：生活中的數學 1 

公社科增潤：國情與文化探究 1 

 增潤課堂有助提升學生的學科水平 

 增潤教育內容與 DSE 有一定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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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22」結果 

3A 班郭巧瑩在「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22」獲優異星獎。 

 

八、 「人人可進步」成績進步獎勵計劃 

為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學業水平，學校推出「人人可進步」獎勵計劃，以獎勵於上學期考試總平均分比上

學期統測進步超過4分的學生。於本年度上學期考試成績有進步並獲頒「人人可進步獎」的學生名單如下：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第一名 1C 鍾雯雅 

(+15.71) 

2E 湯晉銘 

(+7.45) 

3A 何健濤 

(+5.4) 

4C 羅凱華 

(+11.11) 

5D 蘇家富 

(+8.96) 

第二名 1C 馬東燊 

(+12.86) 

2B 黃浩庭 

(+6.04) 

3E 黎丞軒 

(+4.91) 

4C 鄭海華 

(+9.99) 

5C 李自立 

(+7.4) 

第三名 1D 李臻彥 

(+12.13) 

- 3A 許柏善 

(+4.8) 

4C 蘇梓楊 

(+9.59) 

5C 劉思敏 

(+6.9) 

第四名 1E 黃文萱 

(+12.12) 

- 3E 劉國鏘 

(+4.73) 

4D 鍾晴 

(+9.37) 

5D 馬家雄 

(+5.9) 

第五名 1D 陳卓嵐 

(+11.76) 

- 3A 張呈旭 

(+4.13) 

4D 劉凱琳 

(+8.2) 

5C 劉思穎 

(+5.5) 

 

九、 2022-2023 年度中五及中六級暑期課堂 

為協助學生及早準備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本校擬於 18-31/8 進行升中五級暑期課堂、及 17-31/8 進行升中六

級暑期課堂（17-22/8 為 F.6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Intensive Course）。 

＊因應疫情未來的發展及教育局相應的防疫指引，暑期課堂的安排仍有待確定詳情，請家長及學生留意下

一期校園通訊。 

 

十、 初中暑期進修班安排 

由於早前特別假期的調動，本年度暑期只設升中一級暑期班，學校將不安排升中二至中四暑期班。 

 

十一、 資優教育 

經學校推薦，本校有 8 名學生報名參加科技大學優才增益課程、3 名學生報名參加香港中文大學的資優課

程。希望學生透過校外課程，增廣見聞、擴闊眼界。 

為發揮資優學生的潛質，幫助學生了解自己、提升學習動機及訓練高層次思維，本校根據學生的個別專長，

提供適切的資優培訓機會。如於個別範疇表現突出且有意參加資優訓練的學生，請與李洛儀老師或張鈺烯

老師聯絡。學校會推薦合適學生參加相關資優訓練活動。 

 

十二、 2021 - 2022 年度上學期頒獎典禮得獎名單 

蘇智明校友各級學業成績優異獎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高子行 鄒汶縉 蔡栢軒 林錦源 Jobelle 

陳宇航 白霖 黃恩佟 黃智淵 李自立 

梁鈺欣 關鎧盈 鄧騰隆 謝馨慧 呂溢朗 

李玉琦 羅亦鋒 謝育姍 梁家麒 周俊佑 

蘇澤俊 朱濼滔 何俊熙 呂宇軒 張絡琳 

楊子軒 周卓謙 許柏善 翟梓熙 周雅妮 

劉壹尹 袁啓軒 Lerma Noel L 劉凱琳 陳文傑 

徐子軒 吳為溱 吳逸熙 彭嘉敏 許嫚軒 

翟梓瑜 朱浩樑 江俊軒 黃正皓 林道通 

陳思朗 楊旻樾 黃律銘 李衍基 劉思敏 

 

蘇智明校友學業成績優異獎：中一級各班首三名 

 1A 1B 1C 1D 1E 

第一名 高子行 劉壹尹 鍾雯雅 厲德明 葉家晴 

第二名 陳宇航 徐子軒 馮駿韜 柳曆然 - 

第三名 梁鈺欣 張栩朗 馬東燊 陳沛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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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智明校友學業成績優異獎：中二級各班首三名 

 2A 2B 2C 2D 2E 

第一名 鄒汶縉 袁啓軒 蘇詩敏 徐樂軒 蔡芷晴 

第二名 白霖 朱浩樑 李永臻 - - 

第三名 關鎧盈 楊旻樾 陳冠瑋 - - 

 

蘇智明校友學業成績優異獎：中三級各班首三名 

 3A 3B 3C 3E 

第一名 蔡栢軒 陳智樞 王偉權 劉國鏘 

第二名 黃恩佟 王樂軒 馮柏曦 - 

第三名 鄧騰隆 徐韋濤 李浩彥 - 

 

中一至中五級學行優異獎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文 
張嘉寶 

李玉琦、陳宇航 
關鎧盈 何俊熙、黃恩佟 黃智淵、謝馨慧 

張絡琳 

李自立、許嫚軒 

英文 
高子行、劉壹尹 

戴塱翹、梁鈺欣 

朱濼滔 

周卓謙、鄒汶縉 

Lerma Noel L 

黃律銘、許柏善 

王天朗 

呂宇軒、陳芷蔚 

Jobelle 

范瀚霆、許嫚軒 

數學 梁鈺欣、張嘉寶 
羅亦鋒 

葉俊宏、鄒汶縉 

蔡栢軒 

江俊軒、黃恩佟 

林錦源 

翟梓熙、陳嘉俊 

林道通、李自立 

劉思敏、陳文傑 

生活與社會 / 陳芬茹 / / / 

綜合科學 鍾雯雅 白霖 / / / 

科技與生活 蔡穎晴 白霖 / / / 

資訊及通訊科技 梁鈺欣 黃雋傑 / 翟梓熙 / 

普通話 施毅憶、陳建綜 薛欣宜 郭巧瑩  / 

公民與社會發展 / / / 
林錦源 

劉凱琳、彭嘉敏 
/ 

中史 徐子軒 温欣悅 鄧騰隆 / / 

經濟 / / / 李衍基 呂溢朗 

物理 / / 許柏善 林錦源 李旭熹 

化學 / / 許柏善 林錦源 Jobelle 

生物 / / Lerma Noel L 劉凱琳 Jobelle 

歷史 / / 黃恩佟 曾俊軒 / 

健社 / / / 謝馨慧 / 

地理 / / 蔡栢軒 / / 

旅遊與款待 / / / 謝馨慧 鍾嘉欣、陳卓文 

體育選修科 / / / / 李旭熹 

數學選修單元一 / / / 林錦源 / 

會計、 

財務及企業管理 
/ / / 羅梓義 張絡琳 

視覺藝術 劉壹尹 王芷瑶 陳晧榛 / / 

宗教 梁鈺欣 白霖 郭巧瑩 張嘉樂 周雅妮 

音樂 高子行 羅焯桐 Lerma Noel L / / 

體育 鍾雯雅 陳冠瑋 陳信典 鄭海華 李旭熹 

操行 

梁鈺欣 

劉壹尹、鍾雯雅 

厲德明、黃文萱 

温欣悅 

楊旻樾、施潤憶 

許智文、劉翠鷹 

黃若瑜 

王樂軒、鄭羨凝 

蘇慧喬、黎丞軒 

范俊傑、袁嘉穎 

馬子杰、陳嘉俊 

陳浩佳、馮梓茗 

鍾嘉欣、李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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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重辦全方位學習日：「迪士尼樂園探索之旅」安排 

為讓學生有不同學習經歷，學校正爭取於 6 月中重辦因疫情而取消之全方位學習日，讓學生免費參與迪士尼樂

園生命教育活動—「成就夢想」探索之旅。由於參與相關活動的學生必須符合政府疫苗通行證相關要求，學校

現正了解學生接種情況，並跟園方討論舉行日期及活動細節，詳情請留意稍後通告。 

疫苗通行證接種要求如下，謹供參考： 

 

適用人士類別 2022 年 5 月 31 日或之後 

18 歲或以上人士 1. 需完成接種第二針 

(如接種第二針後未滿 6 個月) 

2. 需完成接種第三針 

(如接種第二針後滿 6 個月) 

12-17 歲人士 1. 需完成接種第二針 

(如接種第二針後未滿 6 個月) 

2. 需完成接種第三針 

(如接種第二針後滿 6 個月) 

12 歲或以上，在康復後未滿 6 個月的康復者 無需額外接種要求 

12 歲或以上，在感染 2019 冠狀病毒前已接

種第二針或第三針疫苗的康復者 

無需額外接種要求 

12 歲或以上，在康復

後滿 6 個月的康復者 

A 在感染 2019 冠狀

病毒前沒有接種疫

苗的康復者 

1. 需完成接種第一針 

(如接種第一針後未滿 6 個月) 

2. 需完成接種第二針 

(如接種第一針後滿 6 個月) 

B 在感染 2019 冠狀

病毒前已接種第一

針疫苗的康復者 

需接種第二針 

(如已接種第一針復必泰 BioNTech 疫苗的 12 至 17 歲人士，無需

第二針接種要求) 

**詳見政府「疫苗通行證-2019 冠狀病毒病專題網站」，網址如下：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vaccine-pass.html 

 

十三、「學生活動支援津貼」(2021-2022) 

A. 簡介 

教育局設立學生活動支援津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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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智能發展（配合課程）︰如參觀展覽、實地考察； 

(2) 德育及公民教育︰如領袖訓練、體驗學習營； 

(3) 社會服務︰如服務學習、制服團隊活動； 

(4) 體藝發展︰如參與體育訓練／比賽、欣賞劇藝演出； 

(5)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如工作體驗、參觀企業。 

可獲本津貼資助的活動舉辦日期：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C. 申請方法 

學生於活動完結後即可提交申請（同一學年內可多次提交申請）。請家長/監護人填妥並簽署申請表後，連

同相關的活動單據正本，經活動負責老師轉交學校行政主任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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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請在申請表格剔選領取支票安排，以便安排家長/監護人、學生或獲授權人領票。 

(4) 家長/監護人提供之資料將會保密。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vaccine-pa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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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支援津貼」申請表 (2021-2022) 

 

甲部：申請資料 (由申請家長/監護人填寫) 

學生姓名：                                班別：                (         ) 

 

1. 經濟狀況 (請加)： 

 領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全津)  領取社會綜合援助(綜援) 

 領取學生資助計劃半額津貼(半津)  其他清貧個案，詳情如下：(請夾附佐證文件) 

    

 

2. 本人希望就敝子女於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8 月參與之以下活動申請津貼： 

 活動名稱 舉行日期 活動舉辦機構 開支項目 費用 
審批金額 

(由學校填寫) 

例 台灣考察交流團 26-28/9/2021 余振強紀念中學 團費 $1000  

1    

 

  

2    

 

  

3    

 

  

4    

 

  

 

3. 領取津貼支票安排 (請加)： □ 支票抬頭人親身領票。 

□ 授權由上述學生代為領票。 

□ 授權由__________________(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代為領票。 

*支票抬頭人簽署：                   支票抬頭人姓名：                  日期：                        

*註：(1) 支票抬頭人應為家長/監護人。  (2) 請用英文正楷書寫支票抬頭人姓名，應與身分證名字相同。 

學生於活動完結後即可提交申請（同一學年內可多次提交申請）。請家長/監護人填妥並簽署申請表後，連同相

關的活動單據正本，經活動負責老師轉交學校行政主任跟進。家長/監護人提供之資料將會保密。 

家長/監護人簽署：                    家長/監護人姓名：                  日期：                        

                                                                                                  

活動負責老師簽署：                  活動負責老師姓名：                日期：                        

                                                                                                  

乙部：審批結果 (由學校填寫) 

□ 獲批「學生活動支援津貼」津貼為 $             。 □ 申請不獲批核，原因為：             。 

負責職員簽署：                      負責職員姓名：    何柱樺      日期：                        

  校長簽署：                        校長姓名：    楊學海      日期：                         

 

檔案編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