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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2019至 20年度（升中一）暑期行事曆總覽 

 

日期 項號 事項 時間 地點 備註 

11-12/7/19 2a 
購買暑期作業及

及英語故事書 

09:00am - 

12:30pm 

02:00pm - 

04:00pm 

新生 

註冊室 
同學亦可選擇自行在校外購買 

15-19/7/19 2b 
訂購來年教科書

服務 

09:00am - 

12:30pm 

02:00pm - 

04:00pm 

校務處/ 

沙田商務

印書館 

無須繳付訂金。 

填妥訂購表交回校務處收集

箱，家長亦可直接交往或傳真至沙

田商務印書館。 

取書日期：8-9/8/19 

(09:00am-04:00pm) 

取書地點：本校禮堂 

同學亦可選擇自行在校外購買。 

16/7/19 4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

科測驗 

(此測驗將作為中一

分班之用，所有新

生必須出席) 

08:40am - 

12:40pm 
禮堂  

學生須穿著整齊之小學夏季校

服出席，並帶備 

(1)派位證正本 

(2)小五及小六成績表及 

(3)文具 

17-20/7/19 5 
中一級暑期英語

銜接課程 

17-19/7/19   
02:00pm - 

05:00pm 

20/7/19 

10:00am -  

01:00pm 

禮堂 
學生可穿著便服或小學校服出

席，並請帶備文具。 

8-9/8/19 3 
領取已訂購校服 

及運動服 

09:00am- 

04:00pm 
禮堂 請帶備單據及所需款項。 

24/8/19 6 
中一級迎新日暨

家長會 

09:00am - 

12:00nn 

禮堂及 

課室 

學生須穿著整齊之本校夏季校

服出席，並帶備相片 1張（可不

穿本校校服）及簡單文具。 

家長務必出席。 

2-3/9/19 7 開課日 

09:00am - 

12:00nn 

(同學必須穿

著整齊夏季校

服於 08:55am

前到校) 

禮堂及 

課室 

(1) 學生必須帶備通告第 7b及

7e項之物品。 

(2) 通告第 9項費用將於 3/9/19

以八達通卡直接繳交。 

(3) 校簿將於 2/9/19派發，請自

備書包或環保袋。 

   

 



(2019-20)升中一暑期家長通告          2/9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中一級家長書函  

 

敬啟者： 

2019至 20年度（升中一）暑期家長通告 

 

本人謹代表各員生歡迎所有家長及升讀中一級之同學，祝願大家能夠順利投入新的學習環境，常沐主

恩。本校祈望各同學在往後的日子能把握時間學習，充實自己，建立良好的品格，積極參與各項有益身心

的活動。暑假期間，各同學更應妥善分配時間，平衡各類型活動的參與，俾能及早作好準備，迎接新的學

年。敬請 貴家長與 貴子弟一同細閱本通告，如有疑問，請致電 2604 9762 向校務處職員查詢。 

 

此致 

 

貴家長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謹啟 

 

2019年 7月 11日 

 

 

~~~~~~~~~~~~~~~~~~~~~~~~~~~~~~~~~~~~~~~~~~~~~~~~~~~~~~~~~~~~~~~~~~~~~ 

 

 

1. 中一級分班及各科教學語言安排事宜 

 

 a. 中一級新生將按於 16/7/19 舉行之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的成績表現編配進入不同班別，故所

有新生必須出席是次測驗。分班原則如下： 

 

＊ 同學以英國語文科的成績表現排序，表現最好的同學(約為總人數四份之一)將會被編配至 1D

班 

 

＊ 英國語文科的成績表現次好的同學(約為總人數四份之一)將會被編配至 1B班 

 

＊ 餘下同學將按其英國語文科的成績平均編配至 1A或 1C班。 

 

＊ 本校將不會安排任何形式補考，所有缺席同學會被編配至 1A或 1C班。 

 

本校祈望不同能力的同學均可獲得適切的培育，故各同學務必盡力應考香港學科測驗，讓老師能準

確掌握同學的學習能力，訂定有效的課程及教學策畧。 

  

b. 本校大部份的學科均以英語為授課語言，讓所有同學從初中級開始鞏固自己的英語能力，於高中級

時能更有效地採用英語學習。2019-20年度中一級各科教學語言安排如下： 

Key Learning Area 

學 習 領 域 

Subject 

科 目 
S1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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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Learning Area 

學 習 領 域 

Subject 

科 目 
S1A-D 

Language Education 
語文教育 

English Language 英國語文 英 

中國語文 中 

普通話 普 

Mathematics Education 

數學教育 
Mathematics 數學 英 

Science Education 

科學教育 
Integrated Science 綜合科學 英 

Personal, Social and 
Humanities Education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Geography 地理 英 

History 歷史 英 

中國歷史 中 

通識教育 中 

Technology Education 

科技教育 

Design & Technology 設計與科技 英 

Home Economics 家政 英 

Computer Literacy 普通電腦 英 

Arts Education 
藝術教育 

Visual Arts 視覺藝術 英 

Music 音樂 英 

Value Education 

價值教育 

聖經 中 

生命教育 中 

Physical Education 
體育 

Physical Education 體育 英 

 

2. 購買暑期作業及書籍事宜 

 

a. 暑期作業及英語故事書： 

為方便家長購買暑期作業，本校已安排沙田商務印書館為本校學生提供直銷服務，於中一級註冊當

日(11-12/7/19)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在新生註冊室發售。惟各家長及同學亦可選擇於任何其他書局

自行購買。各同學必須在暑假期內完成各項功課，於開學日 2/9/19 交回班主任轉交科任老師。如

因特殊情況而未能購得指定之暑期作業者，家長可酌情購買其他出版社之中或/及英（升中一）暑

期作業各一冊以作替代。 

 

   需購買之暑期作業名稱如下: 

 

Subject 

科 目 

Summer Vacation Exercise Book 

暑 期 作 業 

Publisher 

出 版 商 

 English 

 Language 

1. Pilot’s TSA Summer Review English P.6 – F.1  

 

2. A story book of student’s own choice from the 

given book list 

Pilot 

 

The list will be distributed in 

the S.1 English Bridging 

Programme 

中國語文 夏日中文樂滿分 – (1) 小六升中一(第三版) 名創教育出版 

 

b. 本校已安排沙田商務印書館為本校同學提供訂購來年教科書服務。惟各家長及同學亦可選擇於任

何其他書局購買。（沙田商務印書館電話：2693 1933）如欲訂購教科書，請填妥訂購表格後，於

19/7/19（星期五）下午 4時正或以前放入本校校務處指定之收集箱內（無需繳付訂金）。家長亦可

直接交往或傳真至沙田商務印書館，其他詳情請參閱訂購表上資料。參考書目家長可自行決定是

否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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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購買校服及運動服事宜 

 

a. 詳情請細閱中一級註冊日所派發之有關資料。下列學校指定校服供應公司，能提供全套校服及運

動服的訂購服務： 

 

豐昌順（沙田）有限公司 （門市）    

地址：沙田禾輋村禾輋商場三樓 319號舖  

        (電話：2684 1387) 

 

各家長亦可選擇自行前往任何校服公司購買校服及運動服，惟校服及運動服樣式必須符合本

校之規格（請參閱附頁之【訓導組通告：有關學生（夏季）校服儀容細則 (2019-20)】)。 

 

b.    有關運動服注意事項 

＊ 體育科課堂安排： 

全校同學必須於體育課當天穿著學校體育服裝回校，款式如下： 

上身：體育短袖 T恤或衛衣（可按同學個人體質及天氣情況，加穿體育外套） 

下身：體育長褲（體育課時可更換學校體育短褲） 

鞋襪：無商標純白色短襪 (約 1/3 至 1/2小腿長)及以白色為主色之運動鞋。 

＊ 運動會及其他學校大型活動安排：同學必須穿著學校運動套裝出席有關活動。 

＊ 運動服顏色：在新同學註冊後，本校會為同學安排不同的校「社」【分別為誠（紅色）、 

信（黃色）、德（藍色）、善（綠色）】，而同學運動服之顏色必須與社色相同。分社結果

可於 26/7/19或以後瀏覽學校網頁 http://www.cwgc.edu.hk。 

 

 

4.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事宜（此測驗將作為中一分班之用，所有新生必須出席） 

 

測驗日期：16/7/19（星期二） 

 

開考時間：09:00am，同學須於開考前 20分鐘（即 08:40am）到達本校禮堂報到。 

(座位安排請參閱食物部有蓋操場或禮堂門口座位表) 

 

測驗科目： (1) 數學           （09:00am - 09:50am） 

 (2) 英文聆聽及讀寫 （10:20am - 11:10am） 

 (3) 中文聆聽及讀寫 （11:40am - 12:30pm） 

帶備物品： 

i/ 派位證(Allocation Slip)正本 

ii/    小五及小六全年成績表 

iii/ 文具 (包括藍色原子筆、鉛筆、擦膠、間尺及塗改液等) 

 

備    註： 

i/ 各同學必須穿著整齊小學夏季校服出席。 

ii/ 同學必須準時出席，以確保同學有適當之成績基數，作分班安排。 

iii/  若有緊急或特殊事故，未能出席者，請於 8:30am前致電學校 (學校電話：2604 9762)通知有

關情況，並於 18/7/19或以前到校提交家長請假信及有關文件，供校方查閱。 

iv/  若有缺席者，本校一律不設補考。 

 

如於早上 8時 30分前紅色/黑色暴雨警告或八號風球預警生效，教育局將會宣布順延測驗日期至下一

天舉行，測驗時間及其他安排如舊。 

5. 暑期課程事宜 

http://www.cwg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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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暑期英語銜接課程 (S.1 Summer English Bridging Programme) 

  日  期：17/7/19（星期三）至 20/7/19（星期六） 

  時  間：17-19/7/19 (02:00pm – 05:00pm) 及 20/7/19(10:00am – 01:00pm) 

  地  點：本校禮堂 

       收    費：HK$ 350 

  內  容：以『熱帶雨林之旅』為題，藉趣味遊戲彼此認識，並加强英語聽、寫、讀、講四方面 

的技巧。 

  帶備物品：文具 (包括藍色原子筆、鉛筆、擦膠、間尺及塗改液等) 

  備  註：各同學可穿著便服或小學校服出席；如有特殊或緊急事故而未能出席者，請於兩個工

作天前備家長信向校方提出申請（經校務處轉交英文科科主任）。 

 

 

6. 中一級迎新日暨家長會事宜 

 

日期時間：24/8/19（星期六）09:00am - 12:00noon 

地  點：本校禮堂及課室 

內  容：包括：校長致詞、學校簡介、學務政策、成績考核安排及問題解答等。同學則會另外進行

「班主任時間」，作初步彼此認識及開學事務提點等。 

 

各同學必須穿著本校整齊夏季校服(請參閱附頁之【訓導組通告：有關學生（夏季）校服儀容細則 

(2019-20)】)，並帶備學生相片一張及簡單文具（筆、紙／簿、剪刀及膠水）出席。家長務必陪同出

席。 

 

 

7. 開課日事宜 

 

a. 日期及時間：2/9/19 及 3/9/19（星期一及二）09:00am - 12:00noon。 

（同學必須穿著整齊夏季校服於 08:55am前到校) 

b. 同學須帶備以下各項(2/9/19)： 

i/   文具(包括藍色原子筆、鉛筆、間尺、剪刀、膠水等) 

ii/   此通告之家長回條 

iii/   書包或環保袋 

c. 本校將安排中一、中四及各級新生於 3/9/19（星期二）拍攝用於智能學生證的照片。 

d.   各項費用（總額：詳情請參閱第 9項）將於 3/9/19 以八達通卡直接繳交。敬請家長為子女儲

存足夠金額作當天繳費之用。 

e. 各同學必須於 2/9/19 呈交「暑期功課」（包括中、英、數及其他科目）予班主任，欠交者將受處

分。除小六升中一及各級新生外，其他各級同學可於學校內聯網 eClass 下載有關功課資料(重讀

生亦需完成來年未能升讀級別的暑期作業及功課，並準時繳交）。 

 

 

 

 

 

 

小六升中一新生暑期功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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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科目 Assignment 功課 

中國語文 夏日中文樂滿分 – (1) 小六升中一(第三版) [名創教育出版] 

English Language 

1. Pilot’s TSA Summer Review English P.6 – F.1 [Publisher: Pilot] 

2. A learning package 

3. A one-page book review on a book of student’s own choice (from 

the given book list) 

Geography Bridging Booklet 

Integrated Science Subject Based Summer Holiday Assignment 

Math Form-based Holiday Assignment 

 

 

8. 冬令(夏令)上課時間事宜 

 

a. 早上：08:00 – 13:05 (08:00 – 12:35) 及 

下午：14:15 – 16:15 [星期四：16:00] (13:45 – 15:35 [星期四：15:30]) 

b. 午膳時間：13:05 – 14:10 (12:35 – 13:40) 

c. 本校採用「10日雙週制」（10-day-2-week Cycle）上課時間制度 

 

 

9. 各項費用細表 

 

a. 簿費：全年共HK$ 83.9 

備註：校呔、校章及額外的校簿、單行紙等，須於開學後自行到食物部購買。 

 

b. 普及閱讀計劃手冊: HK$ 6 

 

c. 全年講義及練習影印費：HK$240 

 

d. 中一級暑期英語銜接課程: HK$ 350 

 

e. 中一成長營：HK$ 50 (於 9月舉行，詳情容後公佈) 

 

f. 上述各項費用不包括其他科目之補充書本、網上學習費用、家長教師會會費、學生會會費、社費、

班會會費及校外考試費(如適用)等。如有需要，本校將另行通知學生購買或繳交。 

 

 

 *中一級各項費用 (a+b+c+d+e)之總額為：  HK$ 729.9 

 

 

g. 繳交日期：3/9/19（星期二） 

 

h. 繳費方法：以八達通卡直接繳交。敬請家長為子女儲存足夠金額作當天繳費之用。 

 

 

 
10 書簿津貼／車船津貼／上網費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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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資助辦事處」現正接受 2019-20年度之學生資助申請， 貴家長如需申請書簿津貼、車船津貼及

上網費津貼等資助計劃，請留意以下各點： 

 

a. 新申請者可向民政事務處索取「表格Ａ」（校務處有少量表格供同學索取），並儘快將填妥的

申請表格連同有關文件，以所附之回郵信封直接寄往「學生資助辦事處」。 

b. 已遞交申請表格並於開學前收到由「學生資助辦事處」發出的「資格證明書」之申請人，請於

2/9/19將填妥的「資格證明書」交回班主任（如有者），若在該日以後收到「資格證明書」，則

請自行交往校務處。 

c. 學校書簿津貼的截止申請日期為 2019 年 10 月 31 日，如未能在此日期前遞交申請，即使申請人

能成功通過入息審查，亦不會獲發學校書簿津貼。 

d. 在 2019年 11月 1日或以後申請車船津貼及能成功通過入息審查的申請人，其子女的學生車船津

貼（如適用）會由批核日期起生效。 

e. 在 2020年 2月 1日或以後（即 2019-20的下半學年）才遞交申請及能成功通過入息審查的申請人，

可獲發部份上網費津貼。 

f. 在一般情況下「學生資助辦事處」不會接受於 2020 年 3 月 1 日或以後遞交的資格評估申請。特

殊個案則按情況作出考慮。 

g.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802 2345與「學生資助辦事處」聯絡。 

 

如 有 查 詢 請 致 電 學 校 :  ２６０４ ９７６２ 

 

 

 

 

 

 

 

 

------------------------------------------------------------------------------------------------------- 

 

回條 [02/09/19 (星期一) 交回班主任] 

 

敬覆者： 

 

 本人乃中一級_____班_________________同學之家長，已詳細閱讀以上通告並 □同意 □不同意 

繳交中一級各項費用之總額：HK$729.9   

           

此覆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9年      月      日 

 

宣 道 會 鄭 榮 之 中 學 

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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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家長通知 】 

 

A. 各就讀或畢業於本校之同學（及其家長／監護人）於申請本校學位或要求本校提供教育／其他服務時，

需不時向本校提供有關資料。 

 

B. 各類所收集之學生／家長／監護人的私人資料將只作下列用途： 

1. 學籍紀錄； 

2. 學術事務； 

3. 訓導事務； 

4. 輔導事務； 

5. 課外活動事務； 

6. 升學及擇業輔導事務； 

7. 宗教、德育及公民教育事務； 

8. 學生福利事務； 

9. 家長／家庭教育事務； 

10. 其他有關之教育用途。 

 

C. 本校將會把學生／家長／監護人的資料保密，但本校將按實際需要（及於必要時），把相關部分的資

料提供給： 

1. 教育局（及屬下有關部門；例如：分區辦事處、輔導視學處、升學及輔導組......） 

2. 考試及評核局（用作報考公開考試等用途......）； 

3. 醫療機構（例如：醫院急症室......）； 

4. 其他相關之部門／機構。  

 

Ｄ. 學生的資料及作品等亦有以下方面的展示： 

 為提升及展現學生的才能，加強校內溝通，及使社區與各界人士增加對本校的認識，學校會透過不同

媒介發佈學校正面的訊息。包括出版刊物、印製宣傳單張、製作網頁等，其中內容或會涉及本校學生

的個人資料，例如姓名、班別、相片、個人成就(如所獲獎項、考試成績優異)等。學校亦會引用部分

學生作品如功課、圖畫、學生生活剪影等，作課堂學習及展示之用。 

 

Ｅ. 根據條例，任何就讀或畢業於本校之同學（及其家長／監護人）： 

1. 有權審查本校是否持有他的資料及查閱有關資料； 

2. 若認為有關資料不準確，有權要求本校改正； 

3. 有權查悉本校對資料的政策及實務做法及被通知本校持有那類的個人資料。 

 

F. 任何關於查閱或改正資料申請，或關於本校對資料的政策及實務做法或所持有資料類別的事宜，可向

下列人士查詢：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校長 

  新界沙田大圍積運街 12-14 號  

  電話：2604 9762/傳真：2601 6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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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訓導組通告：有關學生（夏季）校服儀容細則 (2019-20) 

 

(甲) 總綱 

為培養學生端莊整潔、簡單樸實之生活習慣，學生應注意自己的服飾儀容及個人衛生，不得

刻意打扮或崇尚潮流。 

 

(乙) 細則 

 1. 【男女生】 

   校服準則： 必須稱身整潔（不得過長或過短、過闊或過窄）。 

    冷衫： 左襟有校名純灰色毛衣 

 鞋  ： 平底純黑色學生皮鞋（不接受猄皮、漆皮或誇張的鞋款)，鞋邊不可有雜色

線，鞋底不可釘上鞋碼。 

    儀容準則 

   髮型： 髮型須樸實整潔，嚴禁染髮或剪恤標奇立異之髮型，不得塗抹任何髮型用品，

如啫喱膏、定型水、髮乳、髮泥或故意塗抹清水等。 

 面部： 嚴禁化妝或塗抹帶有色彩／光澤之潤唇膏。 

 飾物： 學生不得配戴任何頸鍊、手鍊、手繩、指環或耳環等飾物。 

 指甲： 學生不得留長指甲或塗指甲油。 

    隱形眼鏡： 不得配戴有顏色的隱形眼鏡。 

     

2.【男生】 

    校服 

  恤衫： 純白色（胸前有藍邊）的確涼短袖恤衫及純白色內衣、左袋縫藍色校章。 

 褲  ： 深藍色直腳直袋西裝棉質長褲（不得穿牛仔布料）、黑色皮帶（闊度3.5cm

之內）。 

        襪  ： 無商標純白色短襪（約 1/3 至 1/2 小腿長）。 

儀容 

 髮型： (a) 額前頭髮不得過眉、兩側不能過半耳、背面髮腳不能蓋領頂。 

(b) 不准電髮。 

(c) 不得剃光頭。 

 飾物： 不可配戴耳針。 

 

3.【女生】 

        校服 

            裙  ： 反領短袖Ａ字裙、同色腰帶（必須用校方指定布料，裙身或腰帶不可掛飾物）、

左襟縫藍色校章、裙腳須及半膝。 

襪 ： 無商標純白色短襪（約 1/3 至 1/2 小腿長）。 

儀容 

 髮型： 額前頭髮不得過眉；及肩時必須用純黑色或純深藍色樸素頭飾束起。 

 飾物： 只可配戴一支白色或透明耳針於耳珠部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