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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院書院通告第十一號（2017-2018年度）
敬啟者：以下為本校於六月至九月之各項活動、假期、規則及訂購事宜。敬希

台端注意。

一、 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及二十五日(星期一)，中一至中五級學生照常上課，上課時間為上午 8:15
至下午 3:20，中午須留校午膳，敬請留意 貴子女的上課時間。有關暑期補課安排，懇請

台

端詳細閱讀特別通告。
二、 本學年試後活動將於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二)至七月十七日(星期二)舉行，有關詳情，懇請

台

端詳細閱讀隨函的試後活動通告。
三、 本校將於七月七日(星期六)下午 3:00，假香港浸會大學大學會堂演奏廳舉行「金禧校慶匯演」。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準時於下午 2:30 前到達大學會堂外空地集隊，依老師指示入場就座，
觀賞表演節目，匯演將於下午 5:30 結束。
已索取匯演入場券的家長，屆時請攜帶入場券準時於當日下午 2:45 前進場就座。由於座位有
限，入場券只供學生父母或監護人使用，恕未能招待其他親友或孩童。有關大學會堂的位置及
交通安排，懇請 台端詳細閱讀隨函的特別通告。
四、 本校將於七月九日（星期一）舉行本學年散學禮，中一至中五級學生必須於當日上午 8:15 回校
參加散學禮，放學時間為上午 10:30。當日上午 10:30 後舉行本年度第四次家長日，安排部份
家長與班主任及訓輔主任晤談，派發學生操行、學業成績表及留級試升通知書。學生必須留校
接待已被邀約之家長，一起會晤班主任及訓輔主任。
五、 暑假由七月十日(星期二)開始，至八月卅一日(星期五)止，請督促

貴子女善用假期溫習，依

照進度完成暑期作業。
六、 下學年中四級編班選科結果將於八月三日（星期五）公佈，學生可於當日登入本校網上教室內
聯網或回校查閱結果，並按照自己修讀科目選購所需課本。
七、 新學年開課日期為九月三日（星期一），上午 8:15 全部學生須回校參加開學禮，放學時間為上
午 11:00。學生必須穿著整齊夏季校服，男生不得熨髮或佩戴耳環，必須束黑色皮帶；女生校
裙長度必須及膝、束起頭髮。男女生都不准染髮或使用定形水梳理、修剪新潮髮式，否則不准
上課，直至整理儀容後，才可恢復上課。學生應帶備書寫用具。
八、 本校學生會將於九月三日（星期一）開課當天，安排彩虹攝影公司到校為全部學生拍攝彩色數
碼貼紙照片，有關收費，請參閱下表，如學生自行拍照，須預備穿著校服拍攝的近照 6 張。
彩色數碼貼紙照片 12 張(自由選擇)

$11

彩色數碼貼紙照片 24 張(自由選擇)

$16

九、 下學年(2018-2019 學年)升讀中四至中六級學生毋須繳交學費，但仍須繳交全年堂費$3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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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本校中一至中三級學生須留校午膳，經家長教師會商議決定由「盈信膳食天地」繼續為本校下
學年中一至中三學生提供飯盒，每人每天午餐飯盒費用$19.50。學生亦可以由家長在午膳時送
飯到校或每天自行帶飯。中一、二級學生須於七月九日(星期一)前將餐單及入數紙交回學校，由
班主任代收。
十一、 本年度中文科各級暑期家課安排如下，各級學生依照授課老師指示，完成閱讀報告、語文練習、
課外閱讀歷程紀錄。
級別

暑期家課

中一

自選閱讀報告 2 篇

中二

自選閱讀報告 2 篇

中三
中四
中五

繳交日期
10/9
(星期一)
10/9
(星期一)

1.《每日文言半小時》（各班由任教老師自訂完成範圍及收取家課）

10/9
(星期一)

2. 自選閱讀報告 2 篇
1. 閱讀報告 2 篇（《活著》+ 自選書）

10/9
(星期一)

2. 閱讀紀錄 10 本
1. 自選閱讀報告 2 篇

10/9
(星期一)

2. 閱讀紀錄 10 本

十二、 本年度英文科各級暑期作業/家課安排如下:
級別

暑期作業/家課安排

Form 1

 Complete “Reading Spotlight S.1”(whole book)

Form 2

 Complete “Pilot’s TSA Summer Review English (F.2-F.3)”(whole book)

Form 3

 Complete “English Express 3 (Fourth Edition) (S.3-S.4)”(whole book)

Form 4

 Complete “Pilot’s NSS English Language - Summer Review for the HKDSE
(S.4-S.5)”(whole book)

Form 1 to
Form 4

 Complete 3 English Book Reports (2 Fiction and 1 Non-Fiction)
 Complete 1 film review

中二至中四學生需集體訂購以下英文科暑期作業，有關之費用將於學生智能卡戶口內扣除，如
智能卡戶口餘款不足支付所需費用，學校將會於九月份在學生已增值之智能卡戶口內扣除款項，
詳情如下:
級別

暑期作業名稱

集體訂購價

Form 2 全級

 Pilot’s TSA Summer Review English (F.2-F.3)

$ 29

Form 3 全級

 English Express 3 (Fourth Edition) (S.3-S.4)

$ 26

Form 4 全級

 Pilot’s NSS English Language - Summer Review for the
HKDSE (S.4-S.5)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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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本校數學科為中一級至中四級學生訂購暑期作業，有關費用將於學生智能卡戶口內扣除，如智能
卡戶口餘款不足支付所需費用，學校將會於九月份在學生已增值之智能卡戶口內扣除款項，詳情
如下。
級別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暑期作業名稱

出版社

訂購價

夏日數學樂滿分

名創教育

Summer Mathematics Champions

Marshall Cavendish Education

夏日數學樂滿分

名創教育

Summer Mathematics Champions

Marshall Cavendish Education

夏日數學樂滿分

名創教育

Summer Mathematics Champions

Marshall Cavendish Education

勤達中四升中五 暑期作業

勤達出版有限公司

Canotta S4 to S5 SUMmer Exercises

Cannotta Publishing Co. Ltd.

$24
$24
$24
$36

十四、 本校響應關愛基金的呼籲，鼓勵合資格女學生參加關愛基金「子宮頸癌疫苗注射先導計劃」
。計劃
為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女性，提供免費或每劑港幣$100 的子宮頸癌疫苗注射服務，有關計劃的受
惠對象及詳情，請詳細閱讀隨函的單張。
此致
學生家長/監護人
聖母院書院校長

謹啟
(唐嘉明)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家長覆函
敬覆者:
本人為中

級

班(學號:

)學生

之家長 / 監護人*，已詳閱

貴

校通告第十一號（2017-2018 年度）通告共三頁，知悉 貴校
(一) 六月至九月之各項活動、假期、規則及訂購事宜。
(二) 七月七日金禧校慶匯演家長門劵的安排
(三) 試後活動的詳情
此覆
聖母院書院唐嘉明校長
學生家長/監護人＊

謹啟
二零一八年_____月
(＊請刪去不適用者 )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