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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訊‧家書】
各位親愛家長：
校長的話

轉眼間與你們渡過了一個學年，但願上帝的恩典和平安充滿各人。暑期在即，很希望藉此機
會跟大家重溫本學年的學習主題：「享受閱讀樂趣 培養正向品格」，勸勉同學繼續努力在日常生活
中把這句話實踐，同學應善用時間，充實自己，過一個有意義的暑假。在暑假期間，切勿沾染不
良嗜好或沉迷上網及各類電子產品，小心交友，以免誤入歧途。相反，更應多陪伴家人，多做健
康及有益身心的活動，多閱讀課外書籍，充實自己。
近日疫情再度緊張，多日確診人數超過四千宗，大家請小心身體，並緊守防疫措施，同學們
回校前(包括暑假期間)都須先進行快速抗原測試，獲得陰性結果才回校。此外，若時間合適，請
盡快安排子女接種第 3 劑疫苗。
最後，下星期三（3/8）為全校家長日，敬請家長們按照預約時間與班主任實體及網上會面，
一起合作幫助同學們好好成長，迎接新學年的挑戰。
今期家書還有以下事情請你們留意：
1. 有關: 新學年(9 月份)飯單事宜
小食部已於 25/7 派發新學年(9 月份)飯單。家長可於 27/7-5/8 期間將飯單及費用交回小食部，
小食部辦公時間為 (9:00 a.m. - 1:00 p.m.，2:00-4:00 p.m.)。如有查詢，請致電 2461 5536 與
小食部聯絡。
2.

「Aerial Photography 航空拍攝及錄像製作 課程
航空拍攝在商業及社會上應用日趨廣泛，如政府部門、傳媒和建築測量等，都大量使用航拍
於日常運作上。航拍更成為電影、電視、廣告等拍攝的必備技術。為了讓同學增加航空拍攝
及錄像製作的認識和掌握相關的技巧，故學校聘請了卓師教育有限公司的專業航拍工作者教
授相關專業知識（如安全要求、相關法例）及無人機操作實踐。
有關課程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地點：
名額：

18/8、19/8、22/8（三天）
09：00-12：00、13：30-16：30
本校 及 元朗南生圍(22/8 上午)
20 位 (有航拍經驗或對拍攝有興趣的同學獲優先考慮。
如報名人數超出上限，會以抽籤形式挑選同學)
費用：
全免 (由教育局全方位學習津貼資助)
服飾：
學校運動衫及長褲
報名：
素描右圖 QR code 或查看學校內聯絡電郵內的連結
截止日期為 7 月 29 日。
備註：
1. 22/8 上午外出拍攝，地點為元朗南生圍，屆時學校會安排旅遊巴接送往返學校。
2. 自備三天的午膳費用。
3. 學校會提供相關器材。
4. 符合課程要求及出席率達 80%或以上將獲頒發證書。
如有查詢，請致電本校 24077440 與鄧智強老師查詢。
【尚有資料請翻閱後頁】
願你們身心健康！
張冠康
主曆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校長

3. 香港神託會「一人一旗袋」認購行動
2022 年 8 月 20 日(六)為香港神託會賣旗日，是次賣旗日以「家＋精神！」作為主題，期望籌
款所得善款可以促進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發展及精神健康，也為所服務的學童及青少年的家庭
提供相應支援。
大家除了可於賣旗日當天，踴躍將善款投入旗袋，慷慨解囊外，亦可透過以下任何一種方式
捐款支持(捐款港幣$100 或以上可向香港神託會索取收據以申請稅務減免)：
1. PayMe
https://qr.payme.hsbc.com.hk/2/54mtE8j55RipkqXvLVipVM
2. 網上捐款
https://www.stewards.hk/donate
3. 填寫「一人一旗袋」捐款表格(每認購一個旗袋，代表你願意捐出$300，約相等於一個旗袋
的籌款金額)
https://www.stewards.hk/userupload/1656568544353.pdf
歡迎家長瀏覽賣旗籌款專頁及短片，了解更多
賣旗籌款專頁 https://www.stewards.hk/flagday
賣旗籌款推廣短片(Angel 的故事) https://youtu.be/48HcS2mc2as
4.

暑期樂器班排練
學校將於暑假進行以下排練，詳情如下﹕
弦樂小組
排練日期：12/8(五), 19/8(五), 26/8 (五)
上課時間：11:30-1:00 PM
地點：音樂室
備註：學生需考獲弦樂樂器(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五級或以上
中樂小組
排練日期：17/8(三), 24/8(三), 31/8 (三)
上課時間：1:45-3:15 PM
地點：音樂室
備註：學生需學習中樂樂器兩年或以上
有興趣參加以上排練的同學，請於 30/7(六)前填妥電子回條報名。
如有疑問，可致電 24077440 與譚綺雯老師聯絡。

5.

信望愛堂活動
信望愛堂下學年(22-23 年度)的青苗計劃第一期(9-12 月)現開始接受報名。除了成長小組外，
升中三學生可選擇參與興趣小組或由馬可賓校友教授的小組補習班(預備同學升高中)。如有疑
問，歡迎家長致電 24555558 或 whatsapp97756526 向關惠如姑娘查詢。截止報名日期為 31/7。

暑期功課安排
中一升中二：
中文

1.

閱讀《連城訣》及完成工作紙

2.

閱理和語文基礎餘下練習

Complete all units in
英文

-

Oxford Advanced Thematic Anthology Book 1

-

Developing Skills: Grammar & Usage for Junior Secondary
Learners 1

Train Up Mathematics 1：
- Unit 2：Introduction to Algebra
- Unit 3：Percentages
數學

- Unit 4：Numerical Estimation
- Unit 6：Angles Related to Lines
- Unit 8：Introduction to Coordinate Geometry
- Summer Test
(*數學科暑期作業會稍後派發)

中二升中三：
中文

閱讀《三國演義》及完成工作紙

英文

Complete all units in
- Oxford Advanced Thematic Anthology Book 2
- Developing Skills: Grammar & Usage for Junior Secondary
Learners 2

數學

Train Up Mathematics 2：
- Unit 2：Rates, Ratios and Proportions
- Unit 4：Identities and Factorization of Polynomials
- Unit 5：Formulas
- Unit 7：Congruence and Similarity
- Unit 8：Angles Related to Rectilinear Figures
- Unit 10：Trigonometric Ratios
- Unit 11：Area and Volume (2)
- Summer Test

中三升中四：
中文

1.

閱讀《點與線》及完成工作紙

2.

閱讀《追風箏的孩子》

1. Complete
-

all units in Oxford Advanced Thematic Anthology Book 3

-

Unit 28 in Grammar Focus for Senior Secondary Students

2. Read Slumdog Millionaire
3. Individual Oral Book Report Presentation
(The book can be Slumdog Millionaire or another book that you like.)
-

Discuss one particular episode in the story that you remember
most. Describe why you think it remains so clear to you. Write
about the decisions you would make if you were the main
character in the book and how the decisions would lead to a
totally different ending.

英文

-

Present with at least 4 pages (no more than 8 pages) of
PowerPoint / Google Slides. You should add images or other
visual or audio elements to enrich your presentation.

-

Record your presentation with the aid of your PowerPoint /
Google Slides.

-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last at least 3.5 minutes (maximum 5
minutes).

-

Suggested use of tools: Screencastify, Google Slides, Adobe
Spark Video (suggested but not limited to)

-

Upload your video onto the S4 Google Classrooms on 2 or 3
September 2022.

數學

Summer Adventure in Mathematics 3：
- Unit 1：Linear Inequalities in One Unknown
- Unit 4：Deductive Geometry and Quadrilaterals
- Unit 6：Areas and Volumes (3)
- Unit 7：Coordinate Geometry of Straight Lines
- Unit 8：Applications of Trigonometry
- Revision Test
閱讀課外圖書：
《識法導航(中學》知識出版社
閱讀後，學生需以以下其中一項形式完成讀後報告：

公民與社會展科

⚫

選擇一：以 6 頁簡報表完成讀後報告

或
●

選擇二：在 1 頁 A4 紙以概念圖形式總結圖書內容，及 100 字反思

呈交日期：第一堂公民科課堂交回

中四升中五：
1. 閱讀《傾》(BC)、《神》(AD)、《煙》(全級)
中文

2. 完成《煙花三月》工作紙
3. 完成《傾》工作紙(BC)

英文

To be arranged by the subject teachers

數學

HKCEE and HKDSE Past Papers
1.

單元功課(二) – 香港少數族裔在港生活的困難及應對方法。
(作業 P.29-31) (做於 B 簿內)

公民與社會展科

呈交日期：第一堂公民科課堂交回
2.

閱讀課外圖書：《知識雜誌：百年歷史 當代中國》電子版
呈交日期：第一堂公民科課堂交回

中五升中六：
中文

《名創》閱理模擬試卷(四)(五)

英文

To be arranged by the subject teachers

數學

HKCEE and HKDSE Past Papers
1.

預習課本《全球化》(第三版 2020 年修訂版) 第 1 章，並 P.1617、P.23-24、及 P.31-33。(做於課本內)
呈交日期：第一堂通識堂交回

通識

2.

閱讀課外圖書：《全球化──氣候變化與人類健康》(中文大學出
版)
及
自學瀏覽全球化網頁：
http://www.tlsh.tp.edu.tw/~t127/globalization/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