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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主會聖母院書院通告第六號（2018-2019年度）
敬啟者：以下為本校於一、二月之各項活動、假期及訂購事宜，敬希 台端注意。
(一)

「一人一利是」募捐活動﹕本校的辦學團體無玷聖母獻主會在世界各地積極為貧者、受忽
略者和被遺棄者服務。適逢農曆新年將至，現舉行「一人一利是」募捐經費活動，有關詳
情，懇請

台端閱讀附頁的特別通告(編號NDC006A)。本校響應辦學團體呼籲，懇切盼

望各位家長能鼓勵 貴子女踴躍參加是次活動，透過捐贈利是錢，為有需要的人送上祝福。
如蒙 閣下捐助，請

貴子女將現金或支票(支票抬頭請寫「無玷聖母獻主會」)，於二月

二十一日(星期四)前交給班主任。謹此代表無玷聖母獻主會向各位致謝。
(二)

中六級模擬考試定於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四)至二月二十日(星期三)舉行，各科考試時間表
已印發給中六學生。敬希

台端督促

貴子女努力溫習，應付模擬考試。考試結束後，二

月二十一日(星期四)至三月六日(星期三)，中六級學生照常上課。三月七日(星期五)或以後
的時間，中六級學生可按個別老師安排回校上課，學生必須穿着整齊校服及保持儀容整潔。
敬希 台端垂注。
(三)

二月四日(星期一)至二月十三日(星期三)為農曆新年假期，二月十四日(星期四)恢復上課。
敬請督促 貴子女善用假期溫習。

(四)

本校將於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六）舉行本學年第二次家長日，安排部份家長與班主任晤談，
了解學生在校及家居學習與生活情況，並分發上學期考試成績及操行報告表。其他學生家
長已參加於十一月份舉行的第一次家長日，如 台端今次未被邀約，但希望了解

貴子女

的學業及操行表現，亦可聯絡班主任預約會晤時間。
(五)

為學生提供更佳的學習環境及設施，本校每年均會收取教育局許可之「特定用途收費」，
以支付雨天操場、學校大堂、學生會、體能室等地方的冷氣設備費用、添置及保養電子教
學設備的費用與及印刷費用等。經家長教師會及校董會商討，同意本年度的「特定用途收
費」如下：
級別

冷氣及電腦設備費用

印刷費用

特定用途總收費

($)

($)

($)

中一至中三

180

110

290

中四至中五

180

130

310

中六

110

150

260

學校將會在二月十九日從學生智能卡戶口內扣除以上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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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以下級別或組別學生須集體訂購課本，有關款項將於學生智能卡戶口內扣除，詳情如下：
科目

級別/組別

書目
新高中中國語文

中文

中五級

新編選修單元五文化專題探究

出版社
香港教育圖書
公司

倫理道德觀（第二版）
英文

5A2

Amazing English

Junius

(Ms. Ho's Group)

Practical Grammar

Publications

勤達今日數學 – 試前溫習冊

勤達出版

(HKDSE 必修部分)

有限公司

中六級
數學
中六級
高中
通識教育
(七)

中六級

Mathematics Today for HKDSE –
Graded Examples with Notes

《信我看題眼》

Canotta
Publishing Co. Ltd.

信報通識出版

折實價
$94

$77.9
$40
$40
$86.4

本校學生會徵收會費$20，用於舉行多元化學生活動，以豐富課餘的學校生活。學生會費
將於學生智能卡戶口內扣除。

(八)

鑑於近年氣候變化令極端天氣出現的頻率增加，為顧及學生的保暖需要，本校就嚴寒天氣
下的校服規則作出修訂，有關詳情，懇請 台端閱讀附頁的特別通告(編號 NDC006B)。

(九)

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誠邀 貴子女參與其研究計劃，該中心會蒐集同意參與
研究學生的個人資料、問卷、評估及考試卷等資料，有關詳情，懇請

台端閱讀附頁的特

別通告(編號 NDC006C)。
(十)

本港現已進入冬季流感高峰期，本校呼籲各位家長及同學，應時刻保持個人、食物和環境
衞生。若 貴子女出現流鼻水丶喉嚨痛丶咳嗽丶發燒丶肌肉疼痛等徵狀，應立即佩戴口罩
及盡早求醫。家長亦可參閱衞生防護中心相關專題網頁，以了解更多資料。
此致
學生家長/監護人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 謹啟
(唐嘉明)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通告第六號編號 NDC006 (2018-2019 年度) 頁三

家長覆函
敬覆者：
本人為中 ____ 級 _____ 班(學號：____ )學生
閱

之家長/監護人*，已詳

貴校（2018-2019 年度）第六號通告(包括附件，共六頁)，知悉﹕學校於一、二月之各項

活動、假期及訂購事宜，與及有關嚴寒天氣下校服規則之修訂 (附件編號 NDC006A)。
就「一人一利是」募捐活動(附件編號 NDC006B)及蒐集學生資料的安排 (附件編號
NDC006C)，本人謹覆如下﹕
(一) 「一人一利是」募捐活動
本 人

 不參與是項募捐活動。
 參與是項募捐活動，並願意捐贈「利是」_________元作為「無玷聖母獻主會」
服務經費之用。(捐款港幣 100 元或以上者，如需要收據，請將姓名、捐助
金額填於下表。)
捐款者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捐助金額

(二)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蒐集學生資料事宜
本人 同意 / 不同意* 以下各點：
1 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因研究需要蒐集本人子女不同數據，包括個人資料、
問卷、評估及考試卷等資料
2 研究結果於報告會、會議及講座發表
3 本人已明白研究項目之目的，亦清楚參加研究的學生，有權隨時退出參與研究
此覆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唐嘉明校長
學生家長/監護人*

謹啟
二零一九年一月______日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 ”“號； *請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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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玷聖母獻主會「一人一利是」活動
敬啓者：
「無玷聖母獻主會」由會祖聖馬善樂主教於 1816 年創立，是一個以宣揚耶穌救世、「愛主愛
人」的精神及服務人羣的修會團體。
「無玷聖母獻主會」現有會士三千多名，分佈在世界六十八個國家，會士秉承會祖聖馬善樂主
教的精神，致力為貧窮者、被忽略者和被遺棄者服務，在貧窮地區，從事堂區、教育、修院、社會
工作和大眾傳播等事業。
「無玷聖母獻主會」會士於一九六六年來港，會士服務於聖母院堂、聖歐爾發堂、獻主會聖母
院書院、獻主會小學、獻主會聖馬善樂小學及獻主會溥仁小學，並同時在中國為青少年及孤兒服務。
為使服務工作能惠及更多的貧苦者，同時希望同學們能實踐愛德的精神與及學會與人分享，
「無
玷聖母獻主會」在農曆新年期間，舉行「一人一利是」籌款活動。所籌得的善款將作為「無玷聖母
獻主會」之服務經費。同學們可捐贈長輩給予的利是錢，金額不限，為有需要的人送上祝福。如蒙
閣下捐助，請把現金或劃線支票，於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四)或以前交回學校。如以支票捐款，支票
抬頭請寫「無玷聖母獻主會」(支票背面請註明學生班別及姓名)。
謹此呼籲各位家長鼓勵 貴子女踴躍參與，慷慨解囊，使更多人能分享天主的仁愛慈悲，見證
在基督內的溫暖和大愛。對於閣下的慷慨，願主賜鴻福！
此致
學生家長/監護人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 謹啟
(唐嘉明)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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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主會聖母院書院
2018-2019年度
嚴寒天氣下校服規則修訂
敬啟者：
鑑於近年氣候變化令極端天氣出現的頻率增加，為顧及學生的保暖需要，校
方就嚴寒天氣下的校服要求作出修訂，詳情如下：
學生可於早上天文台公佈氣溫降至攝氏 10 度或以
下時（以當日早上六時三十分天文台公佈的全港平均氣
溫為準，分區氣溫不列入考慮範圍）
，於校服外加添純黑
色(短身)羽絨長袖開胸外套，以作保暖。外套的款式必須
以平實、比校褸厚及保暖為原則，不可配有誇張或標奇
立異的圖案與花紋，袖邊及領口亦不可配有毛球等裝飾。
(建議款式如右圖。)
上述規則的修訂只為加強保障學生的健康，因此外套的質料及款式應以簡單
樸素及保暖為原則，以免影響校服的一致性；而有關的外套亦不能取代校褸的重
要性，家長應為 貴子女購買校褸，以備冬季時候穿著。
此致
學生家長 / 監護人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謹啟
(唐嘉明)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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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
蒐集學生資料事宜
敬啟者：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以「勤、忠、孝」為校訓，秉承傳授知識、頌揚福音、照顧弱勢、敬
主愛人辦學目的，於二零一三年八月與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合作推行「手語雙語
共融教育計劃」。此計劃推行手語、口語雙語並行的共融教育模式，並由一研究團隊支持，研
究領域涉及語言獲得、語言發展及教育。研究成果將有助推展教育服務，並希望聾健學生在學
習及語言發展上均受裨益。
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現邀請本校學生參與研究。若 台端同意 貴子女參與
是次研究計劃，該中心將會蒐集

貴子女的資料作為研究數據，所需資料的範疇包括個人資料、

問卷、評估及考試卷等。研究分析向度並非以個別學生作深入研究，乃是概覽整體學生的學習
及成長表現，分享研究結果時，學生的個人資料將不會向外公開。因研究需要而蒐集得來的各
項學生資料，將會保密處理，亦不會向第三者披露。是否參與研究，純屬個人意願，並不影響
學生校內成績及學習生活。敬希 台端支持是項研究計劃。

此致
學生家長/監護人

獻主會聖母院書院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唐嘉明）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