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神託會培敦中學
培字 2017/2018(五月號)
1.

四十五週年校慶啟動禮
本校自 1974 年創校，不逕已邁向第四十五個年頭，各項慶祝節目將陸續展開。為隆重
其事，本校將於五月三日(星期四)下午二時廿分至四時舉行校慶啟動禮，為四十五週年
慶典揭開序幕。全校當天採用特別時間表上課，每節三十分鐘，午膳時間及安排如常，
放學時間約為下午四時廿分，敬請留意。

2.

第廿三屆表揚教師計劃
為提升教師專業形象及發揚「尊師重道」精神，敬師委員會每年都會推行上述計劃。本
年度學校選舉結果如下︰
1. 周翠雯老師(由教師投票選出)
2. 林建欣老師(由學生投票選出)
謹此致賀。

3.

派發下學期測驗成績表
下學期期中測驗成績表將於五月二日(中四及中五)及五月三日(中一至中三)派發，敬請
家長留意。

4.

中三學生選科事宜
為了讓中三學生及家長了解下年度中四學制及選科之安排，本校將於五月分別為學生及
家長舉辦選科簡介會，詳情如下：
4.1 中三學生選科講座： 五月十五日(星期二)放學後下午四時十分至五時於禮堂舉
行，內容為講解選科程序及派發選科意願表，請中三級同學
當天準時進入禮堂，未能出席者必須事先向 311 室王正豪老
師或陳偉文助理校長請假。
4.2 中三家長選科講座： 五月十二日（星期六）下午下午二時至五時在本校禮堂及課
室舉行，內容主要讓家長了解選科程序及如何引導子女選擇
正確合適的生涯規劃。有關中三家長選科講座的詳細內容請
見附件。

5.

中四級「培履高飛」及人生圖書館
中四級「培履高飛」及人生圖書館的慶祝會將於五月十九日下午二時半至五時在本校禮
堂及課室舉行。内容為各組校友的職業分享、同學的心意回饋、總結過去一年的成果及
慶祝等。中四級同學當天必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參與活動，如有疑問請向 311 室陳偉文
助理校長查詢。

6.

星期二課堂
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一)將轉用星期二時間表上課，以補回星期二放假之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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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校內獎項
7.1 傑出理科生獎
此獎項是為嘉許校內理科成績優異及積極參加科學活動及比賽的學生而設。本年度
獲獎名單如下:
中一

1A 劉銘君、1A 吳希而、1D 梁梓鴻、1D 黃韜樺、1D 王君頤

中二

2A 吳芯穎、2A 余宇楷、2C 何泳琳、2C 廖凱羚、2D 劉倬君

中三

3A 伍綺穎、3D 莫錦雯、3D 區詠恩、3D 馬柔慰、3D 黃金揚

中四

4D 王敏楠、4D 王駿、4D 林佩欣

中五

5D 陳睿軒、5D 黃錦聰、5D 鄭晉謙

7.2 傑出文科生獎
此獎項是為增加同學對文科的興趣及表揚文科表現優異的同學。本年度獲獎名單如
下:
中一

1A 劉銘君、1D 黎倩雯、1D 蘇智茵、1D 鄒凱全、1D 郭穎瑤

中二

2B 黃嘉琳、2A 余宇楷、2C 何泳琳、2C 周紹龍、2D 沈頌軒

中三

3D 莫錦雯、3D 黃金揚、3D 何梓榮、3D 張璟煒、3D 黃綺華

中四

4A 陳雅雯

中五

5C 李沂芳

7.3 傑出商科生獎
此獎項是為嘉許校內商科成績優異及積極參加商科活動的學生而設。本年度獲獎名
單如下:
中三

3C 李淑晶、3D 莫錦雯、3D 黃綺華、3D 莫志豪、3D 顏采盈

中四

4B 李芷妍

中五

5B 吳兆基

8.

第四十二屆畢業典禮
本校將於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五)晚上假本校禮堂舉行《第四十二屆畢業典禮》，中五全
體同學須於當日下午六時三十分回校參加典禮。當日採用特別時間表上課，放學時間為
下午一時零五分。歡迎中一至中五學生家長蒞臨參與。

9.

期終考試
本年度期終考試將於六月六日至六月二十日舉行 (中三學生提前考試：由六月四日至六
月十四日)，請督促 貴子弟善用時間，勤加溫習。為方便同學預備考試，本校有以下
的措施安排：
9.1 由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一)至六月五日(星期二)將根據夏令時間表上課，午膳時間
為下午十二時三十五分至一時五十分；放學時間為下午三時正。
9.2 於上述考試預備期內，所有放學後之聯課活動將會停止，讓同學專注溫習。
9.3 考試時間表將於稍後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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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年度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
下列家庭如欲申請 2018/19 中學生資助，可於五月起向本校校務處、民政事務處或學
生資助辦事處 (下稱學資處) 查詢，並索取「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表格」(SFO7A)及
申請文件：
a) 在 2017/2018 沒有申請資格評估；或
b) 未能通過 2017/2018 的入息審查；或
c) 未有在本年三月一日或以前遞交 2017/2018 資格證明書；或
d) 已在本年三月一日或以前遞交 2017/2018 資格證明書，但在五月二日仍未收到
2017/2018 表格 B。
如家長對以上學生資助申請措施有任何查詢，可致電學資處 (電話：2802 2345 / 8226
7067) 或聯絡本校校務處姚小姐(電話:2326 5211)。上述津貼適用於學校書簿津貼、學
生車船津貼及上網費津貼。另外，學資處於本年三月中旬開始向在本年三月一日或以前
曾成功申請中學生資助的家庭發出預印的 2018/19 年度「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表格」
(SFO7A)。若有關家庭已交回此表格，請切勿遞交多於一份申請，以免拖延處理申請的
時間。
11. 惡劣天氣上課安排
每年五月至十一月，香港會受到熱帶氣旋或暴雨天氣影響。倘若暴雨警吿或颱風信號生
效而影響課堂，本校將依照家長於九月份通告回條之指示，安排 貴子女留校或離校，
並於學校網頁發放有關安排，敬請留意。
12. 學校假期
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二)為佛誕假期，依校曆放假一天。
13. 隨本通告之附件
- 「中三家長選科講座」通告(中三適用)
- 暴雨警告信號生效時的上課安排

校長 ____________ 謹啟
梁錦波博士
二零一八年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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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動態

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惡
2018 年 5 月

科學比賽獎項
恭賀 3D 郭子謙及 3D 林諺鋒在
「2018 趣味科學比賽─『缺一不
可』」榮獲低班組波子級三等獎。

聖經以弗所書五章十六節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恭賀 6D 黃炯輝同學獲頒《屈臣氏
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表揚同
學在運動方面的傑出成就。

校際田徑比賽獎項
恭賀以下同學在「中學校際田徑比賽」中

音樂比賽獎項

獲得佳績︰

恭賀本校合唱團榮獲「香港聯

女子乙組 200 米冠軍 ︰3A 王雅婷

校音樂協會聯校音樂大賽

男子丙組跳高亞軍

︰2A 張佳銘

2018」銀獎（中學合唱組 ─

女子丙組跳高季軍

︰2A 程泳詩

挑戰組）。

女子乙組 400 米季軍 ︰3A 王雅婷
男子乙組 800 米季軍 ︰5A 藍子諾
女子丙組跳高殿軍

︰2A 林詩婷

女子甲組鉛球殿軍

︰4B 黎芍怡

男子丙組 4x100 米接力亞軍︰
1C 范卓聖 2A 嚴子釗 2B 鍾逸朗
2D 梁子建 2D 沈頌軒
女子乙組 4x100 米接力殿軍︰
3A 王雅婷 3C 羅曉文 3C 刑蘊晴
3D 馬柔慰

香港電台
「新人類大世界」學生主持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新人類大世
界」節目誠邀具良好普通話能
力、主動、有創意的同學參加節
目主持選拔活動，本校 2C 廖凱
羚同學及 2C 方曉桐同學表現出
色，入選成為學生主持。參與節
目日期為：28/4, 2/6, 7/7, 11/8,

資優教育

15/9, 20/10, 24/11 及 29/12。

以下同學獲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取錄成為初步學
員：
數學範疇：2D 劉倬君
科學範疇：2D 潘振傑、2D 龔以諾
人文學科範疇：1A 區凱晴(英文科)、3D 莫錦雯
(中文科)、3D 黎嘉迎(中文科)、3C 鄧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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