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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至二○一七年度   第五期   校園通訊    20.3 .2017  

一. 校長的話 

《四旬期 - 悔改、祈禱、克己、樂捐》 

 

感謝家長的支持，老師和職工的努力，學校的各項活動和計劃順利 推

行。此外，亦藉此希望大家能為即將面對公開試的中六同學祈禱，求主賜他

們智慧和毅力，積極面對人生一個重要的挑戰。 

 

為教會而言，三月踏入四旬期，在復活節前的四十天內，教會都召喚我

們偕同基督一起踏上復活的旅程。要求我們親近基督；聆聽祂的教誨；把祂

所關懷的事視作我們關懷的事。四旬期是「救恩的時期」(格後 6：2)，要求

我們重新皈依上主；四旬期是「與主交談的日子」，要求我們以更新的心轉向天主；四旬期是「體驗基督救恩

的時刻」，要求我們以仁慈、公義和共融接納世界上每一分子；四旬期是「分

享基督苦難、死亡及復活光榮的機會」，要求我們反省並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

手。 

 

具體而言，「四旬期」要求我們「悔改」、「祈

禱」、「克己」、「樂捐」。「悔改」要求我們自我反省，

與主與人修好；「祈禱」要求我們勤讀福音，積極參

與祈禱、彌撒及其他善功；「克己」要求我們節約個

人的喜好，教友需守大小齋， 做補贖以表示自己更

新的誠意；「樂捐」要求我們節約日常的開支，幫助

貧苦弱小者。 

 

為非教友而言四旬期的精神同具意義。「悔改」

提醒我們改善和家人的關係，為子女提供和諧良好的成長環境；「克己」提醒我們培育子女節約和簡樸的美德，不

作物慾的奴隸；「樂捐」提醒我們要培養子女同理心，幫助社會貧弱。身教比言教重要，希望家長亦能以身作則，

予孩子好的表樣，於此紛亂和失去價值觀的社會，重撿生命的方向和意義。主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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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 長 意 見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本校被借用為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試場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將於 3,5,6,22,27/4 借用本校禮堂及於 3,5,7,10,12,22,24/4，借用六樓作為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

試場。請所有同學於上述考試進行期間避免於試場區域 (包括校務處前的走廊) 逗留，並於試場附近區域保持

肅靜。 

 

三. 中一至中五級下學期統一測驗 

下學期統一測驗將於 27-30/3 上午舉行，下午停課；請  貴家長督促  貴子弟努力溫習，爭取理想成績。測驗

時間表及範圍可參考本通訊後頁，家長亦可於本校網頁瀏覽或下載。本校統一測驗及考試均不設補考，學生於

測驗日須於 8:17 前回校。請  貴家長提醒  貴子弟帶備適當的文具應考。 

 

四. 中三全港性系統評估 

全港性系統評估主要評核學生在不同學習階段完結時能否具備中、英、數三科基本能力。本年度中三全港性系

統評估將安排於 25,26/4 (中文及英文說話評估) 及 20,21/6 (中文、英文及數學評估)進行，詳情稍後公布。說話

評估當日，所有中一至中五級學生（包括中三學生）照常上課。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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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獎勵於統測或考試總平均分達40分且

比上年度期終試進步超過4分的學生。於本年度上學期統一測驗成績有進步並獲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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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 黎鑑賢 

(+6.13) 

2E 符明亮 

(+11.27) 

 

3B 羅瑋濬 

(+7.6) 

4C 司徒卓賢 

(+11.6) 

5A 黃卓熙 

(+8.1) 

第二名 1D 梁竣晞 

(+5.6) 

2C 蔡景豐 

(+10.66) 

3C 陳樂潼 

(+4.67) 

4B 吳諺祖 

(+8.6) 

5B 李錦豪 

(+7.5) 

第三名 1D 馬少秋 

(+5.54) 

2C 陳綺雯 

(+9.27) 

3B 許齊仁 

(+4) 

4C 徐啟明 

(+5.3) 

5B 朱啟雄 

(+7.22) 

第四名 1D 馬泳豪 

(+5.27) 

2C 黃百群 

(+7.93) 

 4B 吳錦軒 

(+5.2) 

5C 羅英洛 

(+7.1) 

第五名  2C 葉庚鑫 

(+6.73) 

3) 

  5B 湯子健 

(+6.6) 

 

六. 應用學習 

二零一七至一九年度高中應用學習課程選科表已於二月下旬派發予本年度中四甲班至中四丙班學生。 

 

七. 中一感恩晚會(5/5/2017) 

本校將於五月五日晚上六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在本校禮堂，為中一級家長及學生舉行「中一感恩晚會」。晚

會內容包括中一校園生活分享、學生表演以及學生向家長和老師表達感恩環節。屆時將會派發下學期統測成

績表，請中一家長/監護人務必抽空出席。中一學生則須穿整齊校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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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Smart Teen Program─品行之星  

     為鼓勵初中學生於品行上不斷進步，學校設立初中「品行之星」獎項。由班主任每兩個月選出得獎學生。 

第一次「品行之星」得獎名單如下： 

 A 班 B 班 C 班 D 班 E 班 

中一級 雷永鏗、王醞瀛 何秋雲 李樹榮、楊力衡 石樂軒、鍾晧晉  

中二級 黎敬軒、魏朗兒 高綽延、吳家穎 陳嘉欣、梅顯聲 廖遵軒、茹穎彤 鄧光立、楊卓昇 

中三級 陳悅童、陳君豪 張宏傑、關冠輝 鄔家喬、危寶兒 翁卓傑  

 

第二次「品行之星」得獎名單如下： 

 A 班 B 班 C 班 D 班 E 班 

中一級 程輝政、魯沅琳 李耀揚 / 陳焯煒、梁竣晞  

中二級 盧菲菲 嚴文浚 蔡景豐、陳綺雯 廖遵軒、茹穎彤 陳政安 

中三級 陳銘豐、張漢承 張宏傑、黎兆元 陳樂潼、余詩敏 蘇建清  

 

九. 2016/2017年度上學期頒獎典禮得獎名單 

上學期頒獎典禮已於 28/2/17 早上月會舉行，並頒發書卷及獎狀給得獎學生以作嘉許，其中部分學生更獲得蘇

智明校友成績優異獎學金。得獎名單如下： 

 

蘇智明校友學業成績優異獎：中一至中五全級首十名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第一名 王醖瀛 黎澍晴 董樂賢 王鉦皓 何兆彤 

第二名 温進橋 楊邵清 劉朗廉 羅詠妍 王翱汶 

第三名 陳湛謙 何駿彥 李頌賢 李溢楠 王鎮灝 

第四名 張晉升 陳文傑 許志健 司徒嘉熹 李兆康 

第五名 何美瑩 鄺文鏑 陳智樂 王宏基 吳洛維 

第六名 雷永鏗 王卓軒 羅詠晞 姚學言 黃文俊 

第七名 魯沅琳 陳睿培 洪泓澤 梁偉源 王子進 

第八名 霍澔泓 曾秀樺 彭學猷 吳駿恒 胡展華 

第九名 顧振楷 梁卓宏 陳銘豐 龐立華 蘇浩文 

第十名 黃浚熹 魏朗兒 劉詩淇 葉錦誠 馮柏諺 

 

蘇智明校友學業成績優異獎：中一級各班首三名 

 1A 1B 1C 1D 

第一名 王醖瀛 張晉升 陳鈞易 石樂軒 

第二名 温進橋 何秋雲 馮浩忠 盧大為 

第三名 陳湛謙 周煥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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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澍晴 嚴文浚 陳嘉欣 / 楊卓昇 

第二名 楊邵清 傅浚銘 羅羽仟 / / 

第三名 何駿彥 王上瑋 陳樂蓓 / / 

 

蘇智明校友學業成績優異獎：中三級各班首三名 

 3A 3B 3C 3D 

第一名 董樂賢 關冠輝 危寶兒 / 

第二名 劉朗廉 何德儒 鄔家喬 / 

第三名 李頌賢 江家俊 何思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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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智明校友學業成績優異獎：中四級各班首三名 

 4A 4B 4C 4D 

第一名 吳浩林 李家怡 陳嘉俊 王鉦皓 

第二名 / / 黃駿杰 羅詠妍 

第三名 / / 黃灝澄 李溢楠 

 

蘇智明校友學業成績優異獎：中五級各班首三名 

 5A 5B 5C 5D 

第一名 關永樂 程梓鋒 何兆彤 王翱汶 

第二名 黃卓熙 李嘉寶 吳洛維 王鎮灝 

第三名 / 余嘉豪 王子進 李兆康 

 

十. 中一至中五學行優異獎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文 / 黎澍晴 董樂賢 王鉦皓 / 

英文 

陳湛謙 

雷永鏗 

温進橋 

何駿彥  

黎澍晴  

汪柏揚 

陳子健 

劉朗廉 

董樂賢 

周瑞堅 

李溢楠 

楊子鋒 

AZURO TELESFORO 

Jude III Mapus 

USAMA BIN 

HAMEED 

詹卓昊 

數學 
王醖瀛 陳均易

陳湛謙 

傅浚銘 陳文傑  

王卓軒 

董樂賢 劉朗廉 

李頌賢 

王鉦皓 李溢楠 

司徒嘉熹 

李兆康 何兆彤 

黃文俊 

數學選修單元一 / / / / 馮柏諺 

綜合人文 / 黎澍晴 / / / 

綜合科學 王醖瀛 何駿彥 / / / 

科技與生活 / 黎澍晴 / / / 

普通話 梁健鋒 嚴文浚 劉健波 / / 

通識 / / / 
王鉦皓 羅詠妍 

司徒嘉熹 

陳詠龍 何兆彤 

王翱汶 

中史 / 黎澍晴 / / / 

歷史 / / 羅詠晞 / / 

地理 / / 董樂賢 / / 

經濟 / / / 吳駿恒 / 

物理 / / 劉朗廉 龐立華 胡展華 

化學 / / 董樂賢 羅詠妍 何兆彤 

生物 / / 劉朗廉 羅詠妍 何兆彤 

健社 / / / 吳凱欣 王翱汶 

體育(文憑) / / / 梁偉源 吳洛維 

電腦/ICT / / / 龐立華 李昊賢 

旅遊與款待 / / / / / 

倫理與宗教 / / / 胡正初 陳詠龍 

會計、財務及企

業管理 
/ / / 姚學言 關正謙 

視覺藝術 王焯欣 羅羽仟 劉德昌 / / 

宗教 吳卓翹 魏朗兒 嚴晞彤 吳凱欣 王子進 

音樂 温進橋 黎澍晴 施永亮 / / 

體育 伍建朗 卓恩愛 孫樂明 陳綺雯 曾栢浩 危寶兒 余忠培 羅詠妍 吳洛維 

操行 
魯沅琳 何秋雲

楊力衡 石樂軒 

黎澍晴 嚴文浚

陳嘉欣 陳俊威

楊卓昇 

張漢承 江家俊 

危寶兒 蘇建清 

 

吳浩林 李家怡 

林志偉 王宏基 

關永樂 李錦豪 

陳文焜 王鎮灝 

服務 
吳灝鏘 曾嘉怡 

陳少雄 

黎澍晴 盧菲菲 

魏朗兒 

何俊麒 江家俊 

王子謙 

周瑞堅 楊子鋒 

朱珮穎 

吳洛維 陳文焜 

梁啟基 

活動 
吳祺廉 陳少雄

鄧心茹 

孫樂明 陳駿樂

陳綺雯 

江家俊 羅卓希 

陳樂謙 

周瑞堅 熊可茵 

張文榤 

吳洛維 潘文曦

林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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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中四、五各級上學期 (1/9/2016 - 28/2/2017) 影印及油印費通知 

請各班於 17/3/2017 前將影印及油印費繳交予班主任轉交校務處。 

費用如下:- 

班別 4A 4B 4C 4D 

全班金額 $1,419.30 $1,377.60 $1,934.50 $2,630.20 

. 

班別 5A 5B 5C 5D 

全班金額 $915.30 $932.30 $2,107.70 $2,443.10 

 

十二. 各級下學期統測時間表 

中一下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範圍 

27/3/2017 

8:17 早會 

8:30-9:45 中文 

甲、閱讀理解(問答、選擇題、填充題) 

第一篇(白話文篇章)、第二篇(文言文篇章) 

甲、第一篇課外 

第二篇(《二年之期》、《路人獻雉》) 

乙、實用文 乙、通告 

丙、挑戰題 丙、自習篇章(2017 年 1 至 3 月

小組詩文) 

10:15-10:55 科技與生活 
選擇題、配對題、填充題、問答題、英語

增潤 

商業單元：單元一 

28/3/2017 

8:17 早會 

8:30-9:30 英文 

Reading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Scanning, Long questions and short questions, 

MC, Fill in the blanks, Sentences making...etc 

 

Longman Activate P.60, 61, 62 

Longman Activate Vocab Book 

P.36-37, 40-41， 

Tenses (Simple Present Tense, 

Simple Past Tens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Sequencing words, Articles 

10:00-11:00 綜合人文 
選擇題、是非、配對、填圖、填充、 

資料題、問答題、挑戰題、英文增潤 

今日香港 

香港人口 P.1-10 

29/3/2017 

8:17 早會 

8:30-9:30 綜合科學 
選擇題、填充題、是非題、配對題、 

問答題、增潤 

Ch. 4 

10:00-10:50 中史 
選擇題、是非題、資料分析題、挑戰題 書：P.4.2–4.32，作業 P.4.2-4.12、

筆記:P.14-20 

30/3/2017 

8:17 早會 

8:30-9:30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問題、長問題 、 

英語增潤及挑戰題 

1B 課本第 7-9 課 

10:00-10:30 普通話 
多項選擇題、配對、拼音寫漢字、漢字寫

拼音、粵普詞語辨識、粵普句子譯寫 

第一至第六課 

 

中二下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範圍 

27/3/2017 

8:17 早會 

8:30-9:45 中文 

甲、 閱讀理解(問答、選擇題、填充題)  

第一篇(白話文篇章)、第二篇(文言文篇章) 

甲、 第一篇課外 

第二篇(《樂工羅程》、《周處除害》) 

乙、實用文 乙、報告 

丙、挑戰題 丙、自習篇章 

(2017 年 1 至 3 月小組詩文) 

10:15-10:55 科技與生活 選擇題、填充題、問答題、英語增潤 商業單元：單元一 

28/3/2017 8:17 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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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9:30 英文 

Reading Comprehension, vocabulary 

MC, Short answers, Answering questions in 

complete sentences, vocabulary, 

Fill in the blanks, forming questions...etc 

Textbook Unit 2, 

Worksheets, Vocab book 

Reading comprehension, 

Scanning, Vocabulary (unit 2) 

Tense (Simple present, Simple past, 

Simple future, Past continuous, Present 

continuous,Present perfect tense), 

Prepositions of place & movement, 

Reported speech, Language arts 

10:00-11:00 綜合人文 
選擇題、是非、配對、填圖、填充、 

資料題、問答題、挑戰題、英文增潤 

中國文物保育，四大文明 

29/3/2017 

8:17 早會 

8:30-9:30 綜合科學 
選擇題、填充題、是非題、配對題、 

問答題、增潤 

Ch. 9 

Ch. 10.1 – Ch. 10.2 

10:00-10:50 中史 
選擇題、是非題、資料分析題、挑戰題 書：P.5.2–6.24，作業 P.5.2-6.7、筆

記:P.17-19 

30/3/2017 

8:17 早會 

8:30-9:30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問題、長問題 、 

英語增潤及挑戰題 

2B 課本 7-10.1 及 10.5 課 

10:00-10:30 普通話 
多項選擇題；聲母、韻母、聲調辨識；拼音

寫漢字；廣東話、普通話詞語 / 句子譯寫 
第一至第六課 

 

中三下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範圍 

27/3/2017 

8:17 早會 

8:30-9:45 中文 

甲、 閱讀理解(問答、選擇題、填充題)  

第一篇(白話文篇章) 

第二篇(文言文篇章) 

甲、 第一篇課外 

第二篇(《蜀賈三人賣藥》、 

《靈鐘辨盜》) 

乙、實用文 乙、啟事 / 通告 / 報告 

丙、挑戰題 丙、自習篇章(2017 年 1 至 3 月

小組詩文) 

10:15-10:55 地理 
選擇題、是非題、填充題、資料分析題、 

挑戰題、英語增潤 

1.7, 1.8, 5.1, 5.2, 5.3 

11:10-12:22 

Oral (Eng) 18 mins per group、I. 3 mins preparation 

  2 mins individual presentation 

II. 3 mins preparation、3 mins discussion 

 

 

28/3/2017 

8:17 早會 

8:30-9:30 英文 

Reading Comprehension, Poem, Vocabulary, 

Long questions and short questions, MC, Fill in 

the blanks, Sentences making...etc 

 

Longman Activate Unit 3 

Longman Activate Vocab Book Unit 3 

Tenses (Simple Present Tense, 

Simple Past Tense, Simple Future 

Tens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Past 

continuous Tense, Present Perfect 

Tense, Past Perfect Tense) 

Gerunds and To-infinitives 

10:00-10:40 化學 
選擇題、填充題、短答題、挑戰題、 

英語增潤題 

筆記第 5B-7 章，英語增潤工作紙 

11:10-12:00 中史 
選擇題、是非題、填充題、資料分析題、

挑戰題 

書：P.3.22 - 4.20，作業 P.3.2-4.7、

參考筆記：P.22 - 25 

 

29/3/2017 

8:17 早會 

8:30-9:10 物理 
多項選擇題、短題目、長題目、 

英文增潤題、挑戰題 

透鏡筆記、透鏡工作紙 1-4、英文

增潤工作紙 

9:40-10:10 普通話 
多項選擇題；配對；看拼音寫漢字； 

看漢字寫拼音；聲調辨識、粵普句子譯寫 

第一至第六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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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1:20 歷史 
選擇、是非、填充、配對、填圖、問答、

資料題、增潤 

歐洲史：P.4 - P.69 及相關作業 

30/3/2017 

8:17 早會 

8:30-9:30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問題、長問題 、 

英語增潤及挑戰題 

3A 課本第 7 課 及 

3B 課本 8-9 課 

10:00-10:40 生物 
多項選擇題、是非題、填充題、問答題、

挑戰題 

筆記 Ch. 4 - 5、相關實驗工作紙、 

閱讀及工作紙 

11:10-12:40 
口試(中文) 短講：預備 5 分鐘，每人 2 分鐘 

討論：預備 5 分鐘，討論 8 分鐘 

口試(中文) 

 

中四下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範圍 

27/3/2017 

8:17 早會 

8:30-9:30 英文 I 
M. C, M.C. Cloze, Matching, Short questions, 

blank-filling, Long questions...etc 

Performance 4 (Modules 1-3) 

10:00-11:30 英文 III 

Fill in the blanks, Matching, Ticking the 

appropriate boxes, Short responses, sentence 

completion, writing tasks...etc 

Performance 4 (Modules 1-3) 

 

 

28/3/2017 

 

 

8:17 早會 

8:30-9:30 中文 

甲、 課文問題(文言文篇) 

乙、 閱讀理解(白話文篇章) (問答、選擇

題、填充題等) 

甲、《青玉案》、《師說》 

乙、課外篇章 

10:00-11:00 

 

地理 (X2)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短答題 地圖閱讀，Ch.3.1-3.3 

體育 (X2) 多項選擇題，短問題 課本第三課及第六課 

ICT (X2) 
 必修部分 1  第 7 至 10 課 

必修部分 2  第 11 課 

健社 (X2) 短答題、論述題 主題冊四及五 

化學 (X2) 選擇題、結構題 筆記第 12,15,38 章 

BAFS (X2) Structural questions Financial Accounting 1(Ch. 4 and 8) 

 

29/3/2017 

8:17 早會 

8:30-9:50 通識 
資料回應題 能源科技與環境、今日香港 

10:20-11:05 數學 (M1) Short and Long Questions M1A Chapter 3,4 

30/3/2017 

8:17 早會 

8:30-9:45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問題、長問題 4B 課本第 7-9 課 

10:15-11:15 

歷史 (X1) 資料題、論述題 中國史、日本史 

經濟 (X1) 選擇題、問答題 課本第 7-9 課 

旅遊及款待(X1) 選擇題、資料題、短答題 天行 Ch. 1-5, 6.1, 7-8, 10 

物理(X1) 多項選擇題、短題目、長題目 Ch4.3, 5, 6.1, 6.2 

生物 (X1) 多項選擇題、問答題 Ch. 6 - 10 

倫理與宗教(X1) Essay Textbook P.43-170 

 

中五下學期統測範圍 

日期 時間 科目 形式 範圍 

27/3/2017 

 

 

8:17 早會 

8:30-9:30 中文 
甲、 課文問題(文言文篇) 

乙、 閱讀理解 (問答、選擇題、填充題等) 

《六國論》、《魚我所欲也》 

10:00-11:00 

BAFS (X2) Structural questions Financial Accounting 2 (Ch.11- 13) 

化學 (X2) 選擇題、結構題 筆記第 20-21, 24-27, 42 章 

地理 (X2) 選擇題、資料分析題、短答題 Ch. 2, Ch. 6 

健社 (X2) 短答題、論述題 主題冊七及十一 

ICT (X2)  選修部分 C1  第 1 至 6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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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部分 C2  第 8 至 10 課  

體育 (X2) 多項選擇題，短問題 課本第五課及第九課 

 

28/3/2017 

8:17 早會 

8:30-9:30 英文 I 
M. C,M.C. Cloze, Matching, Short questions, 

blank-filling, Long questions...etc 

Performance 5 (Modules 1-3) 

10:00-11:30 英文 III 

Fill in the blanks, Matching, Ticking the 

appropriate boxes, Short responses, sentence 

completion, writing tasks...etc 

Performance 5 (Modules 1-3) 

 

29/3/2017 

8:17 早會 

8:30-10:30 通識 
資料回應題 現代中國、公共衛生、今日香港、

能源科技及環境 

11:00-11:45 數學 (M1) Short and Long Questions M1B Chapter 12, 13 

30/3/2017 

8:17 早會 

8:30-9:45 數學 多項選擇題、短問題、長問題 5B 課本第 7-9 課 

10:15-11:15 

歷史 (X1) 資料題、論述題 主題甲、主題乙 

經濟 (X1) 
選擇題、問答題 課本第五冊全冊、 

第六冊(單元七至八) 

旅遊及款待(X1) 
選擇題、資料題、短答題 旅遊導論, 款待導論,  

地理名勝 Ch. 27-29 

物理(X1) 多項選擇題、短題目、長題目 Ch15-20 

生物 (X1) 多項選擇題、問答題 Ch.21 - 26 

倫理與宗教(X1) 
Essay 筆記：傳媒倫理、生命倫理、 

環境倫理 

 

十五、「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2016-2017) 

 

A. 簡介 

由賽馬會慈善信託基金成立，目的是資助財政上有困難的學生參與各類正規課程以外之學習活動，以豐富學

生學習的策略，達至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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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旅行(樂群日)、全方位學習日、專題研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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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填妥背面的申請表格，連同家長或監護人的銀行存摺首頁的影印本，並於4月7日(星期五)前交班主任彙集。 

D. 津貼發放 

1. 成功申請者將獲個別通知資助的金額。 

2. 津貼會以轉賬形式存入申請人所提交的銀行戶口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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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振強紀念中學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津貼申請表(2016-2017) 

 

請於 4 月 7 日(星期五) 前把申請表格連同家長或監護人銀行存摺首頁的影印本交班主任彙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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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繳交「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証明書」影印本) 

 敝子弟正領取「學生書簿津貼資助全費」。 

 敝子弟正領取「學生書簿津貼資助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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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 月 2 日至 2017 年 3 月 30 日參與之以下活動申請津貼  

      並附上家長或監護人持有的銀行存摺首頁影印本。 

 活動名稱 舉行日期 舉辦機構 費用 
審批金額 

(由學校填寫) 

1 全方位學習日 9/3 余振強紀念中學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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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電話      ：                        日期          ：                        

  

乙部：審批結果 (由學校填寫) 

 獲批「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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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