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神託會培敦中學
培字 2018/2019（二月號）

1. 預防流感
香港已於二零一九年一月初踏入冬季流感季節，本地季節性流感活躍程度在過去三周持續上升，
並可能在未來一段時間繼續攀升。為保障全校師生之健康，本校將在校園實施相應措施，亦敦
請 貴家長注意子女之個人及環境衛生，做好個人保護措施，並每天替 貴子弟量度體溫，提高
警覺。詳情請參閱【附件一】，敬請 貴家長留意。
2. 家長也敬師運動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現舉行第二十五屆《家長也敬師》運動，目的在鼓勵家長向老師們
表達敬意及感謝。全校同學於今天將獲發敬師卡一張，家長們可自由寫上感謝的說話，交由 貴
子弟帶回學校送贈老師，如家長需要更多敬師卡，請著

貴子弟到學校圖書館索取。

3. 四十五周年校慶音樂劇暨音樂會
本校為慶祝建校四十五周年，將於四月六日（星期六）晚上七時假香港浸會大學大學會堂舉行
《A Magical Musical Journey-奇幻音樂之旅》，節目包括特別為四十五周年校慶而公演之英語音
樂劇《Alice@wonderland》及由本校合唱團、手鈴隊、管弦樂團、校友等百餘人演出之音樂會，
節目豐富；屆時全校師生均出席參與此活動，亦誠邀 貴家長蒞臨欣賞。有關訂票詳情將於隨
本通告派發，詳情請參閱【附件二】，敬請 貴家長留意。
4. 四十五周年特刊
為慶祝建校四十五周年，本校特別印製四十五周年校慶特刊，並於稍後送贈各位家長，祈為指
正。
5. L.E.D 組活動
5.1 本校的生命及公民教育組將於二月十九日（星期二）下午四時十五分至五時十五分舉行
L.E.D 組長工作坊二，所有中一及中二的 L.E.D.組長必須出席。
5.2 為配合學校三月八日之三五知己體驗活動，中一全級學生必須在二月廿日（星期三）下午
四時於禮堂出席有關之訓練工作坊，當日放學時間為下午 5:30。
未能出席上述任何一項活動之同學，必須事先向 311 室賴寶伶老師請假，無故缺席而沒有
合理解釋者，校方或有紀律處分，敬請留意。
6.

中三生涯規劃日
中三生涯規劃日將於二月廿三日（星期六）早上八時卅分至下午十二時卅分於四樓原有課室
舉行，請中三同學當天穿著整齊校服及帶備紙筆準時回校。未能出席者，請事先向 311 室陳偉
文助理校長請假，無故缺席而沒有合理解釋者，校方或有紀律處分，敬請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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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一至中五級家長日及派發成績表
7.1 為了加強學校與家長之溝通，本校定於三月二日（星期六）舉行本年度第一次家長日，
屆時各班主任將與家長面談，並派發上學期考試成績表；有關面談時間將於稍後通知各家
長，敬請 貴家長預留時間出席，善用此機會與老師交流溝通。
7.2 本校圖書館將於家長日當天特別邀約商務印書館到校舉行書展，展出有關通識教育科之
讀物，及關於青少年心理輔導、親子、養生保健及減壓的書籍，歡迎家長到場選購。
書展時間由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中午十二時正，地點為本校禮堂。

8.

中六對卷日及派發成績表
8.1 中六學生須於二月十八日（星期一）至二十二日（星期五）回校對卷，老師會派發畢業試
的試卷及講解試卷的答案，並對同學的強弱作出分析，以協助學生預備文憑試。各中六學
生均須回校上課，上課時間表已於日前派發，每日的放學時間為下午三時四十分。
8.2 校內成績表將於畢業禮（五月二十四日）當晚派發，若學生需校內成績表作申請升學及就
業的學歷證明，請於三月八日或以後致電回校申請。

9.

中一自行分配學位之申請情況
本校下學年（中一自行分配學位）之申請已結束，承蒙各家長及區內人士支持，本校共接獲 347
份申請，由於此階段之自行分配學位只有 40 個，因此所有申請者須參加三月十六日（星期六）
之面試，詳情稍後將個別通知申請者。

10. 農曆年假
二月四日（星期一）至二月十四日（星期四）為農曆年假，二月十五日（星期五）照常上課。
11. 隨本通告之附件
致家長通知書─預防流感事宜 【附件一】
四十五周年校慶音樂晚會邀請函【附件二】
校長_______________謹啟
梁錦波博士
二零一九年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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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賜平安！
福杯滿溢！

校園動態
2018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成績
本校科學競賽隊在「超級電容模型船運載大賽」組
別中，有兩個參賽隊伍榮獲中學組最佳環保設計二
等獎，謹此致賀。
中一參賽隊伍：
1D 李芮衡、1D 鄭詠樂、1D 盧志輝
中二參賽隊伍：
2A 陳綽穎、2A 陳富成、2B 張天賜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恭賀以下同學榮獲尤德爵士紀念基金
高中學生獎：
6D 陳睿軒
6D 黃錦聰
每位獲獎學生將獲頒發一張獎狀及港
幣$1000 元以資鼓勵。

「我有我精彩」活動

通識教育科書展
為了讓同學涉獵更高質素的課外書籍，本校
圖書館定於二月廿八日（星期四）至三月二日
（星期六）聯同商務印書館合辦通識教育科
書展，以增進同學的通識教育科之科本及課
外知識。

本年度學校首次推出中一至中五級「我
有我精彩」活動，藉以促進同班師生彼此
認識及增添學校生活情趣。該活動由同
班師生一起透過民主議事方式設計半天
聯誼活動，由規劃、執行至總結均由各班
班會幹事負責，期望培養同學之解難能
力及協作精神。

中六 DSE 啟航禮
文憑試在即，為了替中六畢業班打氣，鼓勵中六同學全力考好文憑試，本校將於二月廿二日下
午第七、八堂課節舉行簡單而隆重的《啟航禮》，屆時，中六同學將會接受師長及師弟妹之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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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亦有拍照及簽寫心意卡的時間。

【附件一】

香港神託會培敦中學
致家長通知書─預防流感事宜
敬啟者︰因應近日流感活躍及其他呼吸道傳染病肆虐，本校應教育局要求，敦
請貴家長注意子女之個人及環境衛生，並協助落實下列各項防範措施﹕
1. 學生須注意個人衛生，飲食均衡，並定時進行運動，有充足睡眠和休息以
保障個人健康﹔
2. 上學前量度體溫，並填寫體溫量度表(每日體溫量度表見後頁)，若出現發
燒(口探溫度 37.5 度，耳探溫度高於 38 度)或類似流感徵狀，應盡快求醫
就診，直至退燒最少兩天方可回校﹔
3. 如有身體不適，例如咳嗽、感冒、肚瀉等，應立即求診，並留在家休息，
不要回校上課﹔如有輕微不適，請佩戴口罩上學﹔
4. 當咳嗽或打噴嚏時，應用紙巾掩蓋口鼻，然後把紙巾妥為包好，並放入有
蓋的垃圾桶內，以及徹底清潔雙手﹔
5. 保持雙手清潔，並用正確方法洗手，用梘液洗手，然後用紙巾抹乾﹔
6. 不可與同學共用飯盒﹔
7. 避免前往人煙稠密的地方或空氣流通欠佳的地方﹔
8. 如出外旅遊，或家人健康出現異常情況，請用學生手冊通知校方。
為保障全校師生之健康，本校將在校園實施相應措施︰
1. 定期清潔空調隔塵網，並保持課室之空氣流通﹔
2. 在正門及食物部安裝消毒設施﹔
3. 在洗手間備充足梘液及即棄抹手紙﹔
4. 如學生在校不適，校方將通知家長；如學生發燒，家長須到學校接子女
回家，並立即求診﹔
敬希 台端留意 貴子弟個人及環境衛生，並配合校方措施以預防流感在學
校傳播。如有任何查詢，請與本校倪偉玲副校長聯絡。
此致
貴家長
校長_________________謹啟
梁錦波博士
二零一九年二月一日

每日體溫量度表
姓名﹕________________
日期
2019年2月15日
2019年2月16日
2019年2月18日
2019年2月19日
2019年2月20日
2019年2月21日
2019年2月22日
2019年2月23日
2019年2月25日
2019年2月26日
2019年2月27日
2019年2月28日
2019年3月1日
2019年3月2日
2019年3月4日
2019年3月5日
2019年3月6日
2019年3月7日
2019年3月8日
2019年3月9日
2019年3月11日
2019年3月12日
2019年3月13日
2019年3月14日
2019年3月15日
2019年3月16日
2019年3月18日
2019年3月19日
2019年3月20日
2019年3月21日
2019年3月22日
2019年3月23日
2019年3月25日
2019年3月26日
2019年3月27日
2019年3月28日
2019年3月29日
2019年3月30日

班別﹕_________ (
星期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體溫

(學校假期)

)

附件二

香港神託會培敦中學
四十五周年校慶音樂晚會
敬啓者：

為慶祝四十五周年校慶，本校已舉辦多項活動。壓軸活動校慶音樂晚會──
《A Magical Musical Journey-奇幻音樂之旅》」將於四月六日舉行，表演項目包
括合唱、樂器演奏和英語音樂劇。
是次英語音樂劇將為觀眾帶來一個全新的「愛麗斯夢遊仙境」《Alice @
wonderland》
，故事內容是描述一個愛用手機及互聯網的 21 世紀的現代年青人，
進入奇幻又荒誕的仙境，經歷一段刺激又驚險的旅程。
整場校慶音樂晚會由各單位傾力演出，除音樂劇台前幕後的老師、學生演員，
還有本校合唱團，手鈴隊、管弦樂團及校友們等精彩表演，內容十分豐富。由於
此英語音樂劇能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本校期望每位同學均能出席觀賞，更
誠邀各位家長蒞臨觀賞，給予同學肯定及支持！

詳情如下：
日期：

2019 年 4 月 6 日（星期六）

時間：

晚上 7:00 至 9:00（中一至中五級學生必須出席）

地點：

香港浸會大學大學會堂

票價：

全日制學生票$20（本校或非本校學生）
成人票$50（家長、校友及所有公眾人士）
** 應場館要求，六歲以下兒童恕不招待**

訂票方法：

填寫以下回條，於 2 月 22 日前交回班主任。因場地座位有限，
校方會採用先到先得原則辦理訂票。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梁錦波博士

二零一九年二月一日

回條（四十五周年校慶音樂晚會）
*無論出席與否，請於 2 月 22 日（星期五）前交回班主任。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

貴校校慶音樂晚會事宜並且

(一)  樂意訂購門票如下：
門票種類

訂票金額

a. 敝子弟

$20

1 張 x $20

= $20

b. 校外學生（全日制）

$20

______張 x $20 = $___________

c. 成人/公眾人士

$50

______張 x $50 = $___________

總數 (a + b +c)

$___________

***暫時無需繳交費用，家長將稍後收到繳費通知書***
(二)

 不同意敝子弟參加音樂晚會，原因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覆
香港神託會培敦中學梁錦波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

班號：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零一九年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