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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言 
 

歡迎中一新生及家長加入陳融大家庭。 

中學是個人成長的重要階段，學生將面對成長及學 

習等各方面的改變，例如在學習方面，中學課程設有多    

 個科目，差不多每個科目都由不同老師任教，學生需要 

 在短時間內認識多位老師。此外，中一學生來自不同小 

 學，互不認識，因此中一學生必須學習適應面前的改變。 

 積極、樂觀、主動尋求解決方法的態度，掌握充足的資 

 訊都是學生學習適應的良方。 

 學校特別編印這本小冊子，協助學生了解學校情況。 

歡迎中一學生及家長，隨時聯絡校長和老師，了解學校 

政策及學生在校的學習情況。 

 

B. 校長及老師介紹 
 

  1. 校長： 麥耀權校長 
 

  2. 副校長：鄒啟明副校長 
 

  3. 委員會主任： 

   3.1 學務委員會主任： 麥耀權校長 

   3.2 升學及就業委員會主任： 黃桂華老師 

   3.3 社區關係委員會主任： 虞建鋒老師 

   3.4 訓導委員會主任： 徐勇誠老師 

   3.5 課外活動委員會主任： 施富強老師 

   3.6 總務委員會主任： 潘展鵬老師 

   3.7 資訊科技委員會主任： 鄒啟明副校長 

   3.8 品德教育委員會主任： 文年德老師 

   3.9 教師事務及專業發展委員會主任： 張世鵬老師 

   3.10 學生輔導委員會主任： 林建培老師 

  4. 中一級班主任： 1C 文清霞老師、官文傑老師  

      1F 呂嘉翹老師、許家尉老師 

2 



 

      1H  李思明老師、李珮敏老師 

      1K 蘇志仁老師、嚴慧中老師 

      1S 陳希雯老師、彭皓茵老師 
 

  5. 中一級級主任：  李珮敏老師 
  6. 中一級訓導老師：  李思明老師、李珮敏老師 

  7. 中一級輔導老師：  許家尉老師 

  8. 學校社工︰劉翠琼姑娘 駐校時間：星期一、二、四、五 

     黃兆儀姑娘 駐校時間：星期一、二、三、五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天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 

     心  中心電話：26797557  學校電話：26718989 
 
 
 
 
 
 
 

 
 

 C. 開學日第一天及第二天（9月1日及9月2日）須知 

 1. 詳情請閱8月25日上載到學校網頁的「預備開學及網上學習 

  安排」通告； 

 2. 鼓勵家長陪同子女一起觀看9月1日開學禮直播(特別是有關 

  網上授課安排及規則簡介)；以及 

 3. 9月2日班務時間由班主任講解的開學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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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及家長應細閱 7 月派發的「2020-2021 新學年注意事

項」通告、8 月 25 日上載到學校網頁的「預備開學及網上

學習安排」通告及開學後派發的所有通告；並於指定日

期，透過家長手機應用程式 GRWTH 交回所有學校回條。 



  D. 一般上課日注意事項 

  1. 校服儀容 

   1.1 學生的校服儀容須符合學生身份及學校要求。 

   1.2 特別課堂的服飾要求 

     * 如需上體育課，學生可穿著(1)體育科指定之有領運動 

     Ｔ恤(有鈕扣)、運動長褲及純白色球鞋或(2)整齊校服回 

     校，然後於上課前，到更衣室更換無領社衣、運動短褲 

     及純白色球鞋。下課後，學生應穿回原有服飾。 

     * 如需上藝術教育(舞蹈/戲劇範疇)課堂或於設計與科技 

     室上課，學生必須穿著體育運動服（短袖有領運動T裇 

     [有鈕扣]、學校冬季運動長褲及純白色球鞋）回校。 

  2. 上課、下課時間 

   2.1 上課時間： 冬令時間（11 / 9 / 2019 – 30 / 4 / 2020） 

    上午8時10分 – 下午3時55分 

   2.2 上課時間： 夏令時間（3 / 9 – 10 / 9 / 2019）及 

     （3 / 5 - 4 / 6 / 2020） 

     上午8時10分 – 下午3時15分 

   2.3 停課期間上課時間另函通知。 

  3. 早會及班主任課 

   3.1 早會 

    3.1.1 每逢循環日二、四及六，上午8時10分至8時35分，

     中一學生必須於雨天操場上早會。    

    3.1.2 學生每天必須帶備學生日誌；循環日四帶備詩歌 

     集及禱文集。 

 

4 



    3.1.3 學生參加早會的時候，應該保持安靜，用心聆聽 

      宣佈及分享。 

    3.1.4 由於學生需於操場站立約20分鐘，故學生每天早 

     上務必進食早餐，避免身體不適或暈倒。如感到 

     不適，必須立即舉手，向老師或同學求助。 

   3.2 班主任課 

每逢循環日一、三及五早上，學生須於八時十分前到達

課室上班主任課。 

  4. 小息及午膳 

   4.1 夏令時間：小息一（上午9時45分 – 上午10時正） 

      小息二（上午11時10分 – 上午11時25分） 

      午  膳（下午12時35分 – 下午1時45分） 

   4.2 冬令時間：小息一（上午9時55分 – 上午10時10分） 

      小息二（上午11時30分 – 上午11時45分） 

      午  膳（下午1時05分 – 下午2時15分） 

   4.3 小息及午膳時，學生可將書包放在課室，但貴重物品 

    如錢包等，必須隨身攜帶，小心保管。 

   4.4 小息及午膳完結鐘聲響後，學生須儘快返回課室，無 

    須排隊；如要進入特別室，學生需在特別室門外安靜 

    排隊，等候授課老師到來方可進入。 

  5. 飲食 

       5.1 學校的小食部於上課前、小息、午膳及放學後提供服 

    務，備有多款小食及飲品，學生可以現金或八達通購 

    買。小食部更於午飯時供應飯盒，學生可自行購買， 

    亦可回家或到附近的食肆用膳，惟學校建議學生注意衛 

    生，不應光顧無牌熟食檔，亦不宜於街上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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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學生只能於雨天操場飲食，並嚴禁進食口香糖（香口膠）。 

  6. 聯絡老師 

   教員室位於學校地下，學生如要找老師，可到教員室外按動傳 

   呼器，禮貌地叫喚老師(如：各位老師早晨/午安，我想找X老師。  

   或 May I see Mr./Mrs./Miss X please?)。 

   E. 宗教及靈育發展 

    本校隸屬之辦學團體為聖公宗(香港)中學委員會有限公司。聖 

公會東九龍教區郭主教已安排聖智堂主任聖品黃麗霞牧師擔

任學校校牧，協助學校推廣靈性教育，包括早會祈禱和團契等。 

    此外，為培養學生在靈性方面的成長，學校在課堂內外特設不 

    同活動，讓學生認識上帝，效法基督。 

   1. 早會 

    學生於早會時唱詩歌、祈禱及聆聽校長、老師及同學的分享。 

    此外，每周有聖經金句分享，配合宗教及德育主題，透過學習 

    基督精神，培養學生良好品德。 

   2. 宗教周會 

    學校設有宗教周會課，讓學生認識主道。 

   3. 崇拜 

    學生於開學禮、聖誕節、復活節及散學禮參與崇拜活動，體會 

    基督徒生活。 

   4. 團契 

    歡迎學生參加學校團契，認識真道。學校團契於星期四午膳時 

    間或當天放學後舉行聚會。學生可藉此豐富靈命，又可結識多 

    些朋友，參與不同活動，例如：聽聖經故事、唱詩歌、旅行及 

    福音營等，學習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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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主日崇拜 

    歡迎學生與親友參加每逢星期日上午10時30分，在本校舉行 

    之聖公會聖智堂主日崇拜。 

        

  F. 學生成長 
   中一級由級主任、級訓導老師、級輔導老師聯同班主任，共 

    同輔助學生成長。此外，學校亦透過學生輔導委員會、學生 

    支援小組、學校社工及教育心理學家，舉辦成長課程和活動， 

    同時照顧及支援有不同需要的學生。學生如遇到生活、學習 

    或情緒等問題，可尋求上述人士或組織負責老師協助。 

  1. 學生輔導委員會設有： 

   1.1 多個輔導小組，讓學生認識自我、增強抗逆力及提高自 

    信心，提高解難能力，應付日常生活的問題。 

   1.2 融家班師兄師姐計劃 

    學生輔導委員會安排中四及中五級學生擔任師兄師姐， 

    協助中一級學弟學妹，讓他們盡快適應中學生活，以及增 

    加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 

 2. 學校社工於星期一至五駐校，學生及家長可直接致電社工。此 

  外，家長如欲聯絡教育心理學家，可先致電本校輔導委員會主 

  任林建培老師，另作安排。 

 

 G. 學習 

 1. 學習態度及方法 

  1.1 自主學習 

   學校希望學生培養自主學習的態度，加強聆聽及專注的能 

   力。老師會要求學生在課前預習和課後進行延伸學習，而 

   學生亦需於課堂上專注聆聽及回應老師的提問，以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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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因此，學生宜為自己訂立學習計劃及時間表，有系 

   統地完成課業及溫習，培養自主學習的精神。  

  1.2 自學時間 

  為了讓學生有時間鞏固每天所學及訂立學習計劃，故特設 

  每天第八節課後的十五分鐘為「自學時間」。學生宜善用 

該時段，檢視翌日需要繳交的功課、計劃做功課所需時

間、做功課及溫習與活動的時間分配等事宜。 

  1.3 循序漸進 

 
   課程的編排是有步驟的及有連貫性的從基本知識開始學 

   習。學生若有任何疑問，應儘快請教老師及同學，以免因 

   不明白的地方越來越多而影響學習進度及表現。 

 

  1.4 預習 

   學生在上課前，應預先翻閱課文，對內容有基本的認識； 

   在上課的時候，再經老師的講解，學生自能容易明白。要 

   注意的是：學生在英文課本上發現一些新字詞時，宜應 

   預先查閱字典。 

  1.5 要多理解 

   每個科目都不能「死記硬背」。學生需要理解及明白課文， 

   不能單靠背熟作業及問答便算讀好。此外，應付測驗及 

   考試時，學生需按題目要求組織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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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互相切磋 

    學校在地下設有溫習室(G04室)，供學生於放學後自行溫 

    習。學生可以和其他同學組成溫習小組，留在學校一起溫 

    習。遇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互相切磋及鑽研，並可即時 

    向老師請教。 

2.  語文培育 

  2.1 教學語言 

    中一級英文、數學、地理、歷史、生活與社會、科技教育、 

    科學、藝術教育等八科，採用英語教學。另外，中文、 

    中國歷史、體育、宗教周會及全方位學習課等科目，則 

    採用母語教學。 

  2.2 語文教學 

    中一級中、英文科採分組教學，提高課堂學習成效，老 

    師將於課堂向學生詳細說明。 

  2.3 英語學習活動 

    為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除英文科外，學校成立「英語 

    學習促進小組」，設計各式各樣的英語課堂活動，包括 

    「英語日」(English Speaking Day)、「英文妙言雋語一分鐘」 

    (One-minute Inspiration)等活動，在課餘營造豐富的 

    英語學習環境。小組推行「英語自學獎勵計劃」 

    (Self-directed English Learning Award Scheme)，鼓勵學生 

    爭取機會學習英語。 

3.  面對課程改革的應有態度 

  3.1 德育及公民教育 

    學生應關心社會、國家及世界的發展，培養自身的品德及 

    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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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從閱讀中學習 

    學生日常應多閱讀不同類別的課外書籍，善用公共圖書館 

    資源，培養閱讀的興趣和習慣。學生亦可於小息、午膳及 

    放學後到學校圖書館閱讀課外書籍，中、英文報章及雜誌 

    等。學生還可利用電腦查閱館藏書籍、預約及借閱書籍。 

  3.3 專題研習 

    3.3.1 學生須適當地分配時間，各盡己職，多與同學溝通、 

      合作，共同完成報告。 

    3.3.2 遇到困難時，學生應主動和老師聯絡，尋求解決的 

      辦法。 

  3.4 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為提昇自身的資訊素養，學生應善用資訊科技，進行學習， 

    並避免接觸網上的不良資訊及沉迷網上遊戲。 

  3.5 切身體驗全方位學習 

    學生應培養廣泛的興趣，參與不同團體的活動，如社區環 

    境綠化運動、社會服務等，擴闊視野。 

4.  攜帶課本  

  本校時間表採用循環周制，學生應根據時間表資料，攜帶適 

  當課本回校。 

5. 呈交功課 

  學生應依老師指示，準時完成及交齊功課。若遇疑難，應於 

  交功課前向老師請教。學校安排學生於每日早會之後或班主 

  任課交功課。學校設有省導班，輔助未能準時交功課的學生。 

6. 測驗及考試 

中一級學生須參加兩次學期測驗(2020年11月及2021年3月)及

一次期終考試(2021年6月)。日期可參閱校曆表。若學生因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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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註冊醫生證明不適宜參與學校測驗或考試，家長可向學校申

請缺考科目分數評估，請家長在學生早退 /請假申請表(表格

可於本校網頁下載)備註欄適當空格內加上 “✓” 號及簽署。若

學生因其他原因缺席測驗或考試，除得校方批准，缺考科目均

作零分計算。 

7. 學業輔導 

  學校設有不同的學業輔導計劃，包括省導班、溫習計劃及增 

  潤課程等，輔助有需要的學生。 

 

 H. 課外活動 
  1. 學生會及四社 

  1.1 學生會 

    學生會是由全校學生選出的組織，為學生提供服務及舉 

    辦活動，例如：提供影印服務、借用球類及康樂用品服 

    務及二手書買賣服務，售賣文具及籌辦班際比賽、聖誕 

    綜合表演等。 

  1.2 四社 

    所有學生都會被編排入四社，分別是嘉社(GABRIEL)，勵 

    社(RAPHAEL)，鳴社(MICHAEL)及耀社(URIEL)。學生運動衣 

    的顏色會因應各社的顏色而各有不同。嘉、勵、鳴、耀 

    四社的顏色依次是綠色、紅色、黃色及藍色。學生可以 

    代表該社參加不同類型的比賽，如陸運會及社際不同球 

    類、學術問答、話劇比賽等。 

 2. 學會活動 

  學會活動大致可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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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組：文社、圖書館學會及電腦學會等 

  興趣組：園藝學會、家政學會及中國象棋學會等 

  體育組：運動消閒學會、足球機學會等 

  服務組：聖約翰救傷隊、童軍、女童軍、公益少年團等 

  宗教組：學生團契 

 3. 校隊 

  學校設有以下各類別的校隊，供學生參與，代表學校參加校外 

  比賽： 

  學術類：數學、英文辯論/演說隊等 

  體藝類：籃球、排球、手球、足球、田徑、管弦樂、話劇及舞 

       蹈隊等 

  興趣類：觀鳥及遙控模型隊等  

 4. 中一學生須於學期初報名參加以下其中類別的最少1項活動： 

  服務組活動或校隊。學生可按個人興趣、時間及能力選擇 

  多於1項活動，但總數不可多於3項。 

 

 I. 學生遲到、早退及請假規則 
 1. 學生必須準時回校上課，不得無故遲到、早退及缺席。 

 2. 凡學生於上午8時10分後始進入校園或於小息完結鐘聲響後 

  3分鐘內仍未進入課室者作遲到論。此外，學生於下午2時 

  20分(夏令時間為下午1時50分)仍未進入課室，均作遲到論。 

 3. 學生遲到必須往校務處領取一份「學生遲到記錄表」，填妥 

  各項資料後，交予值課老師簽署，並於即日第一個小息將記 

  錄表交回校務處，否則將被罰留堂。若學生於3日內﹝由遲 

  到日起計﹞仍未交回「學生遲到記錄表」，將被書面警告及 

  須即日交回記錄表；如學生再犯，將被記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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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學生因事請假或早退，必須於告假前三個上課天向班主任呈 

  交「學生請假/早退申請表」，詳述請假或早退的日期、理由， 

  待校方批准。學生應以學習為重，如非特別情況，應盡量避 

  免於上課日以出外旅行、回鄉探親等原因請事假。成績表會 

  列出學生考勤的情況：缺席及遲到等統計，例如：缺席X天等。 

 5. 學生因病請假，包括早退，必須事先得到家長的同意。如學 

  生未能與家長聯絡，仍須於指定時間內自行致電回校告假， 

  並盡力聯絡家長，請家長盡快與學校聯絡。校務處亦會在當 

  日稍後時間聯絡家長，以確定有關的請假有效。學校會要求 

  未能依照上述規則告假的學生提出解釋，並可按校規處罰未 

  能提出合理解釋的學生。除此之外，學生須於隨後的第一個 

  上課日向班主任呈交「學生請假 / 早退申請表」，詳述請假 

  日期、病情。若學生於3日內﹝由學生請假後上課日起計﹞ 

  仍未交回有關申請表，將被書面警告及須於翌日交回申請 

  表，拖欠「學生請假/早退申請表」將可作曠課論。如請病 

  假一天以上，除「學生請假 / 早退申請表」外，必須附上醫 

  生病假證明書 (沒有列明醫生註冊編號及學生須休息天數的 

  中醫藥方不會被接受)。如學生經常因病請假(包括增潤課程)， 

  校方可要求學生呈交身體檢查報告或每次因病請假時，必須呈 

  交醫生病假證明書。 

5.1     5.1 學生早上在家身體不適，家長須於當日早上 7:45 - 8:30 致 

      電回校代為告假。 

    5.2 學生回校後因身體不適而欲早退者，須先通知班主任或值 

     課老師，然後到校務處填寫早退紀錄紙及申請表，待校方 

     處理。學生如身體不適，學校將按個別情形致電家長或召 

     救護車送學生入院治療。學生於午膳時離校，下午缺席者 

     亦作早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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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若學生離校午膳時身體不適，未能回校辦理早退手續，家 

     長須於當日下午上課前致電回校代為告假。學生應即日看 

     醫生，並於下一個上課天呈交「學生請假／早退申請表」 

     及醫生病假証明書。 

 6. 在特別情況下，如考試前一天、期考完畢核對試卷後的活動日 

  或學校活動日等，校方可要求學生請病假一天亦須呈交註冊醫 

  生病假證明書 (證明書上的日期與請假日期須吻合)。請假手續 

  須於散學禮前辦妥。若學生於以上兩天請假，須於翌日上午學 

  校辦公時間補回請假手續，否則校方將不接納學生的請假及按 

  照校規處罰違規的學生。 

 7. 學生如無故缺席或未有呈交適當之「學生早退／請假申請

表」，學校將作學生曠課個案處理，並予以處分。 

  8. 「學生請假/早退申請表」可於： 

  -- 本校網址下載 http://www.skhcyss.edu.hk 

  -- 校務處向職員索取樣本，自行影印。 

 

  J. 家校合作 
   學校與家長互相合作，經常溝通，對協助學生學習與成長， 

   非常重要，請家長： 

   * 抽空出席學校舉辦的家長日及各類簡介會； 

   * 參與家長教師會舉辦的活動，包括周年大會、各級家長 

   講座、家長學堂及親子活動等； 

   * 不時瀏覽學校網頁及閱覽學校派發的通告及刊物； 

   * 關心及留意子女的學習及生活情況，有需要時與班主任或 

    其他老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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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聖公會陳融中學課室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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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小組 

              《中一新生及家長小錦囊 2020-2021》 

顧問： 麥耀權校長、鄒啟明副校長 

負責單位：社區關係委員會、學生輔導委員會 

負責老師：虞建鋒老師、林建培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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