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培字 2013/2014(六月號)
1.

期終考試
1.1 本學年期終考試將於六月六日(星期五)至六月十九日(星期四)舉行，請督促 貴子弟
善用時間，努力準備。由於考試在即，所有放學後之聯課活動已取消，讓同學爭取更
多溫習時間。
1.2 為方便同學專心預備期終考試，學校將於六月五日（星期四）採用特別時間表上課，
當日放學時間為一時零五分；中一及中二同學不用留校午膳。
1.3 考試期間，如因病請假，須於開考前三十分鐘致電校務處登記，並著貴子弟於第二天
攜備註冊醫生證明書向有關老師申請補考。補考分數以八折計算。如無故缺席，除該
科零分計算外，並作曠課論，學生將受記過處分。
1.4 考試期間，倘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當天之考試將安排於補考日進行；本年度之補考
日為六月二十日(星期五)。若當天不用補考，同學毋須回校。
1.5 考試後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一)至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三)為中四及中五級的對卷日，而
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二)為中一及中二級中英數主科的對卷日，老師將利用此時段派發
試卷及解答同學的疑問，上課時間由上午八時三十五分至下午一時零五分，同學需於
早上八時十分前回校，上課時間表將稍後張貼於各班的壁報板上。

2.

試後安排
除了對卷日，學校亦於試後安排不同活動讓同學參與，請參閱附件《試後活動一覽表
2013-2014》，敬請家長提醒同學必須依時回校，不能無故缺席。

3.

中三系統評估考試
3.1 教育局之「中三系統評估考試」將於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二)及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三)
上午舉行，中三同學必須於上午八時十分前回校參加考試，放學時間約為中午十二時
十五分。
3.2 為協助同學應考，所有中三同學必須參加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之「中、英、數預習
課程」，上課時間由上午八時三十五分至下午一時五分，中三同學須於八時十分前回
校。有關此評估考試之詳情，將稍後通知。

4.

新高中準備
4.1 為協助升讀中四之同學銜接新高中課程，本校於七月七日(星期一)及七月八日(星期
二)舉辦「新高中學院」，讓同學了解新學制的要求，所有升中四的同學必須參加，
詳情請參閱附頁。
4.2 下學年升讀中六之同學將要應考第四屆中學文憑試，本校將於暑假設立「中學文憑試
預備班」，協助同學善用暑假及加強訓練應試技巧，所有升中六之同學必須出席，詳
情請參閱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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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家長日
本學年即將結束，本校將於七月五日(星期六)上午舉行第二次家長日；屆時班主任將個別
約見部分家長，商討

貴子弟之學習情況，請各位家長預留時間，準時應約。

6.

2014 暑期增潤計劃 – 升中二及升中三適用
為了幫助同學善用暑假，擴闊學習領域及發展個人興趣，所有升中二及升中三之同學均須
完成本校之暑期增潤計劃，計劃包括主題閱讀、各科暑期功課及暑期活動等，並需於新學
年呈交有關功課及報告；詳情請參閱附頁之家長通知書。

7.

四十周年校慶活動
本校為慶祝創校四十周年而舉行之各樣活動已圓滿結束；同學能透過不同活動認識學校的
歷史，增強對學校的歸屬感，亦感謝 貴家長蒞臨指導，給予寶貴意見。有關各活動之相
片將於稍後上載學校網頁，歡迎 貴家長瀏覽。

8.

凍結部分高級職位方案
為增聘更多教師，提高教學效能及關顧學生，教育局容許已成立法團校董會之學校酌情決
定暫時凍結部分高級職位。此舉可將凍結職位薪金化為現金撥款，用作聘請更多基本職級
教師，令整體教師人數得以提升。上述方案已獲本校大部分教師通過，現懇請各位家長支
持方案。如有查詢或反對，請於本通告發出後兩星期內聯絡梁錦波校長。

9.` 公眾假期
七月一日(星期二)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依校曆放假一天。
10. 隨本通告之附件
10.1 欠交功課記錄通知書
10.2 試後活動一覽表 2013-2014
10.3 新高中學院(升中四適用)
10.4 中學文憑試預備班(升中六適用)
10.5 2014 暑期增潤計劃家長通知書(升中二及升中三適用)

校長 _____________謹啟
梁錦波博士
二零一四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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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動態

2014 年 6 月
兒女是父母甜蜜的負荷!

廣播劇暨演繹比賽
本校五位同學於第七屆《啟慧中國語文》廣
播劇暨演繹比賽中, 以「我們家的活寶貝」
一劇, 從三百多隊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 榮
獲中學組優異獎, 謹此致賀。
參賽隊員如下:
3B 朱黛芳、5C 梁盛發、5C 郭文詩、
5E 雷焯諾、5E 鄺志成

校慶音樂劇《回到 1938》
本校為慶祝創校四十周年而
編寫之原創音樂劇《回到
1938》已於五月八日假柴灣
青年廣場公演; 該劇以本校
創校校監杜惠霖宣教士奉獻

關愛活動回顧
本校重視培育學生彼此關愛, 亦致力培訓關愛
領袖, 關懷社會; 以下為本校關愛大使及關愛
先鋒全年關愛活動回顧:
恆愛送暖大行動
關愛大使編織頸巾, 送贈長者

辦學之故事為主題; 當天出
席之嘉賓、家長、校友及師生
均被杜惠霖校監之無私奉獻
感動, 同時亦對同學之演出
給予高度評價。深盼培敦師生
皆努力發揚創校精神, 傳承
關愛文化。

**********
環保筆袋 DIY
關愛大使自製筆袋, 送給老人中心
**********
啪著六十個夢想計劃
五位關愛先鋒獲信興集團撥款資助, 參與《啪
著六十個夢想》計劃, 替長者完成心願, 包括
教長者學英文、與長者一同排練英文短劇、安
排長者到影樓拍攝全家福、邀請長者與家人共
膳等, 同學都能從中學習與長者分享生命, 獲
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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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2013-14 年度試後活動一覽表 (20140604 修訂版)
須回校學生

日期
(星期)
20/6(五)

23/6(一)

24/6(二)

25/6(三)

26/6(四)

27/6(五)

30/6(一)
1/7(二)
2/7(三)

3/7(四)

活動

地點

期終試補考日
中五級英文科校本評核課程
學習先鋒記憶/思維訓練
中三「中、英、數預習課程」
對卷日(一)
對卷日(二)
中三系統評估筆試
學習先鋒記憶/思維訓練

課室
課室
課室
課室
課室
課室
課室

上午 10:30 至 下午 12:00
上午 10:00 至 上午 11:30
上午 8:10 至 下午 1:05
上午 8:10 至 下午 1:05
上午 8:10 至 下午 1:05

上午 8:10 至 下午 12:15
上午 10:00 至 上午 11:30

中三系統評估筆試

課室

上午 8:10 至 下午 12:15

對卷日(三)

課室

上午 8:10 至 下午 1:05

參觀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

沙田

上午 8:45 室 上午 10:45

F.1-F.4 有關同學

地理考察

長洲

上午 8:30 至 下午 5:00

4B 班

中五級英文科校本評核

課室

上午 8:10 至 下午 1:00

學習先鋒記憶/思維訓練
中三系統評估後備日
飛越 DSE 啟動禮
射箭體驗活動
戲劇欣賞—香港話劇團

課室

上午 10:00 至 上午 11:30

禮堂
彩雲
中環

上午 8:10 至 中午 12:00
上午 9:30 至 上午 11:00
下午 1:15 至 下午 4:00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尖沙咀
IES 上課日
課室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放假一天)
學習先鋒記憶/思維訓練
課室
劍道班
禮堂
跆拳道班
211 室
初信成長營
西貢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禮堂
電影欣賞
鑽石山
初信成長營
西貢

時間

中
一

中
二

中
三

中
四


有關同學





有關同學







上午 10:30 至 下午 1:00
上午 8:10 至 上午 10:00
上午 10:00 至 上午 11:30
下午 1:00 至 下午 2:30
下午 2:30 至 下午 4:30
下午 3:00 回校集合
上午 8:10 至 上午 10:00
上午 9:00 至 上午 11:30 
下午 3:00 回校解散




有關同學


有關同學
有關同學
1D 班

有關同學
有關同學
有關同學
有關同學

有關同學

學校職業講座
禮堂
上午 10:30 至 上午 11:30

姊妹學校遊戲日
稍後通知 上午 9:00 至 下午 1:00
有關同學
5/7(六) 家長日(上午)
有關同學
7/7(一) 新高中學院
禮堂
上午 8:10 至 下午 12:15

新高中學院
課室
上午 8:10 至 下午 12:15

禮堂
上午 8:10 至 上午 10:30  

8/7(二) 輔導講座
結業禮綵排
禮堂
上午 11:00 至 下午 1:00
有關同學
結業禮及派發成績表
禮堂/課室 上午 8:10 至 中午 12:00    
9/7(三) 劍道班
禮堂
下午 1:00 至 下午 2:30
有關同學
跆拳道班
211 室
下午 2:30 至 下午 4:30
有關同學
*參與校外活動之同學會收到由負責老師派發「家長通知書」，以便同學和家長了解活動詳情。
4/7(五)

中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