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神託會培敦中學 

培字 2014/2015(九月號) 

1.  家校合作  

本校素重家校合作，如家長需要聯絡班主任，可於辦公時間致電本校 2326-5211 或利用學 

生手冊與班主任聯絡。本校老師亦會於需要時約見家長或家訪面談，敬請  貴家長與學校 

    合作，以信任及積極的態度，共同肩負教育下一代的責任。各班主任名單如下: 

班別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六級 

A 
 

陳詩韻 
何德揚 

劉傲梅 劉德祺 吳碩駿 李歷嘉 
雷嘉瑩 

賴寶伶 

B 
 

馮楚穎 
劉俊輝 

楊淑琴 王正豪 陳秀華 司徒燕莉 
曹順祥 

張嘉蕙 

C 
 

鍾詠雪 
梁愷儀 

柯娟雯 馬君兒 
莊啟松 

謝駿杰 廖玉明 鄭詠欣 

D 
 

張淑儀 
伍志毅 

關慧儀 張仕虹 謝凱 
嚴樹榮 

文達聰 鄒敬思 
何俊良 

E 
 

    梁淑芳 
簡振昌 

張永鏘 

 

2.  發放學校消息 

2.1  學校於每月首星期派發「培字通告」，發放重要消息，請家長務必詳細閱讀，而每月通告 

     亦上載於本校網頁(www.pooitun.edu.hk)，供家長隨時上網查閱。本校亦透過學校網頁發   

     放各項校園活動或臨時通告，如有查詢，歡迎致電本校。 

2.2  請家長細閱學生手冊之內容，尤其有關校規及請假手續，並請善用家長及學校通訊欄，加 

  強溝通。 

 

3.  告假手續    

3.1. 本校十分重視學生考勤，請家長切勿隨便替同學請假。惟若有發燒或身體不適，亦應求醫 

     及留在家中休息，勿勉強回校。 

3.2. 請病假須於早上九時三十分前致電本校，並於假後呈交請假信及醫生證明書予班主任。 

3.3. 事假須於事前呈交請假信向班主任告假，經批准才生效。 

 

4. 本校放學時間 

為加強班主任對同學之照顧及溝通，於上學年開始，本校於放學後會有十分鐘班主任節，讓班主

任與同學見面及總結全日學習，放學時間如下： 

            中一至中三放學時間：下午四時正（星期一至星期五） 

      中四至中六放學時間：下午四時正（星期一）、下午三時四十分（星期二至星期五） 

如同學有第九節或需要留校參加活動，則可繼續留校。 

 

5. 九月份上課時間 

九月份為新學年計劃月，為了讓同學充分適應新學年的學習要求，課堂時間因而略作調整，採用

夏令時間表上課，即每天上課時間為上午 8:10，初中放學時間為下午 3:20﹔高中星期一放學時

間為下午 3:20，星期二至星期五為下午 3:00。 

九月十五日(一)開始恢復正常上課時間，請參閱此通告第 4項。 
                                       

6.   家長簽署 

    為方便學校核對家長之簽署式樣，請家長在今日派發之兩張白色標籤上簽署，以作記錄。 
                                                                                         

7. 緊急事故通訊及惡劣天氣安排  

請家長填妥回條有關「緊急事故通訊」及「惡劣天氣安排」兩項資料，以便日後校方按家長意願

作出安排。  
培字 2014/2015/9 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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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學生健康服務 

    「衛生署」為全港學童提供學生健康服務，請家長填妥今天派發之參加表格，於九月八日 

     (星期一)交回班主任。不參加者亦須填妥表格之甲部及丙部交回班主任。 

 

9.  中一、中二午膳安排   

9.1  為響應環保，中一及中二同學在校午膳時需自備餐具。 

9.2  已訂飯盒之同學如因事缺席，請家長於上午九時三十分前通知校務處，供應商會於稍後退  

         還當天已繳款項。 
                                                                                                               

10. 各項繳費及形式  

10.1  為方便行政及避免學生遺失現金，本校採用銀行自動轉賬形式繳交費用;中一同學已於暑 

      期中辦理有關手續，其他各級新生如仍未開設自動轉賬戶口，可到校務處索取申請表，並  

      於九月十二日前辦理銀行自動轉賬手續。 

    10.2  有關開課各項交費，本校將於稍後另函通知。 

 

11. 家長內聯網戶口 

    為促進家校溝通，本校於內聯網系統 (eClass)中，設立了家長戶口，讓家長更方便地掌握子女

學習情況及學校資訊。本年度中一及其他級別之新生家長戶口已完成開設，並於九月一日啟動。

有關登入資料可參閱附件《eClass 家長戶口須知》。其他級別的家長可繼續使用舊戶口登入

eClass。當登入 eClass 系統 (http://intranet.pooitun.edu.hk) 後，家長可查閱以下資訊，

藉此關注 貴子女的校園生活︰ 

1. 校曆表   2. 清晨廣播報告   3. 學生的考勤記錄  

4.  培字通告  5. 校園最新消息   6. 家課冊 (中一及中二適用) 

新學年九月開始，本校將試用家長版手機應用程式(eClass Parent App)加強發放即時訊息與家

長緊密聯繫。家長可透過支援 Android 或 iOS 系統的智能手機查閱以上資訊、以及接收由校方發

佈的即時消息 (等同 SMS) 和由 eClass 系統自動發佈的提醒訊息 (如子女的返校及離校提示)。

有關下載和使用 eClass Parent App，請參附件《eClass App 家長使用指引》。 

 

12. 各項資助申請 

    12.1. 申請學生身份個人八達通 

請於九月五日(星期五) 把填妥的申請表交回班主任。待校方蓋印後，學生須把表格及有

關費用交回港鐵站之「客務中心」。 

12.2 「學生資助辦事處」撥款 

「學生資助辦事處」每年撥款資助符合條件之學生就讀中學全日制課程，申請人（即學生

家長）須通過家庭入息審查，而且沒有領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中一至中六家長可申請的

資助計劃包括書簿津貼、車船津貼及上網費津貼。若家長已於本年五月遞交申請表，現在

應已收到該辦事處發出的「資格證明書」，請於九月二日(星期二）着  貴子弟交回「資

格証明書」予本校校務處，逾期繳交者將導致延遲收款。倘有合資格的家長仍未申請此津

貼，可往校務處或各區民政事務處索取申請表，盡早填妥寄交學生資助辦事處。                  

12.3  葛量洪生活津貼 

經濟上有需要的中四至中六學生可申請「葛量洪生活津貼」，申請表格可往校務處索取或

於學生資助辦事處網頁內下載(http://www.sfaa.gov.hk/tc/other/index.htm)，填妥後

須於九月十二日(星期五)或之前將表格交回本校校務處辦理有關手續。有關申請的詳情，

可瀏覽 eClass 平台內之發佈。 

    12.4  蘋果助學金 

蘋果助學金為經濟有困難的家庭提供教育資助，扶助清貧學生成長。申請表格可往校務處

索取或於蘋果基金網頁(http://charity.appledaily.com.hk/grant)下載，填妥後須於九

月十二日(星期五)或之前將表格交回本校校務處蓋章。有關申請的詳情，可瀏覽 eClass

平台內的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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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學生品格及學習態度 

  13.1 本校十分注重學生之品格培育，亦重視培訓同學嚴謹求真的學習態度，請家長留意  

     貴子弟之校服儀容，必須符合校規；同時，亦請家長關注  貴子弟之學習情況，如定期 

          檢查手冊、留意其交功課之情況等。有關本校之家課政策，請家長詳細閱讀附件，並與 

          學校緊密合作。 

    13.2  為培養儉樸風氣，本校要求學生不用名牌物品；學生書包價格一般應在五百元以下，而  

          其他文具、錢包、球鞋等亦應以儉樸為主。 
 

14. 駐校社工  

    本校社工馮月桃姑娘的駐校時間為:逢星期一、二、四、五上午 9:00 至下午 5:00；家長如要 

    聯絡馮姑娘；可致電 2321-4975 (本校社工室) 或 2121-1829 (機構辦事處，逢星期三)。 
                                                                                         

15. 家長教師會 

15.1  為方便推動家長教師會之工作，及與家長聯絡，校方擬將家長聯絡電話向家長教師會內 

   閣成員披露，如不同意，請於一星期內以書面向梁錦波校長提出申請。 

    15.2  如因特殊原因擬退出家長教師會，請參附件《家長教師會通告》。 

    15.3  本校家長教師會將於九月十二日及二十六日舉行家長專題講座，詳情請參閱附件。 
 
16. 本校基督徒學生團契  

本校以基督精神辦學，設有基督徒學生團契，鼓勵同學參加。九月份團契聚會如下: 

 16.1  基督徒大聚集 – 12/9 (五) 放學，歡迎所有基督徒同學參加 

16.2  中一新生迎新日 – 26/9(五) 放學後 4:15- 5:30，所有中一同學必須出席 
 
17.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 高中同學  

    17.1  高中之中學文憑考試推行校本評核制度，請高中家長詳閱附件之「香港中學文 

          憑考試校本評核家長備忘」，俾能更了解有關評核之標準及模式，亦請督促   

          貴子弟用心完成各科課業，爭取好成績。 

17.2  中六之同學將要應考第四屆中學文憑試，為協助學生在文憑試獲得佳績，本校特別為 

      中六學生設立「中六學生文憑試預備班」，有關上課時間表請參閱附頁。 
 
18. 公眾假期 

九月九日(星期二)為中秋節翌日，十月一日(星期三)及十月二日(星期四)分別為國慶日及重陽節

假期，依校曆放假。 
   

19.  隨本通告之附件 

     19.1 eClass 家長戶口須知 

     19.2《eClass App 家長使用指引》 

     19.3 家課政策 

     19.4 家長教師會通告 

     19.5 家長專題講座通告 

     19.6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校本評核家長備忘(中四至中六適用) 

     19.7 中六學生文憑試預備班(中六適用) 
 
20.  交回通告回條 

     請填妥此通告回條及其他附件資料， 著  貴子弟於九月二日(星期二)交回各班主任。 

    

 

                     
                          校長 ________________謹啟 

二零一四年九月一日                                                   梁錦波博士   



校園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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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課活動 

本校設有多項聯課活動，為學生提供多元及健康的校園生活。各活動將於九月

中旬開始招收會員，高中同學特別留意聯課活動將計算在《其他學習經歷》內。

請家長鼓勵同學報名，培養興趣，發揮所長! 

國慶節升旗禮 

本校每年均舉行《國慶節升旗禮》，並與同學一同探討有關國家

之發展情況﹔本年度之《國慶節升旗禮》將於九月三十日(二) 

下午舉行。 

突破自己獎勵計劃 

本校設有「突破自己獎勵計劃」，旨在鼓勵同學積極定下目

標，有所追求，努力奮鬥，完成目標的同學均獲獎勵﹔請家

長鼓勵同學參與。此計劃將於稍後開始接受報名。 

關愛大使 

本校初中各班均成立關愛小組，培育同學守望相助的精神﹔

每班亦選出關愛大使，負責推動班中之關愛氣氛﹔各關愛大

使於學期終均獲頒獎狀及優點﹔本年度第一次關愛大使培訓

將於十一月十一日放學後舉行。 

效法基督  懷抱家國 

崇美尚善  立己達人 

                    ~本校辦學宗旨~

獲獎消息 

5A 許朱迪同學在「扶輪社與校同行計劃」中 

榮獲「最佳進步獎」，謹此致賀。 



 
----------------------------- 回條 ----------------------------- 

(培字 2014/2015 九月號) 

 

1. 本人已知悉《培字九月號》之內容 

 

2. 本人現提供以下聯絡人資料，俾校方在緊急事故時使用。(本校將順次聯絡，請將最合適者排在第

一位) 

 

姓名 與學生關係 辦公時間之聯絡電話 / 

手提電話號碼 

1   

 

2 

 

  

 

3 

 

  

4 

 

  

 

 

3. 在天氣惡劣而中途停課時，本人將 

 

        □  親自到校接回學生     

 

        □  授權學校在安全情況下解散學生 

 

    此覆 

香港神託會培敦中學梁錦波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     ) 

    

                                                 班    別 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二零一四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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