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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olic Ming Yuen Secondary School
學校行政通告21-01號
敬啟者：
茲有重要事項，敬請細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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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半天面授課堂安排【九月三日(五)起】
依教育局政策安排，本校將依以下時間表進行半天上課：
上課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15am –08:40am

閱讀分享

早會

閱讀分享

早會

早會/閱讀分享
享

08:40am –09:10am
09:10am –09:40am
09:40am –09:55am

小

息

小

息

小

息

09:55am –10:25am
10:25am –10:55am
10:55am –11:05am
11:05am –11:35pm
11:35pm –12:05pm
12:05pm –12:15pm
12:15pm –12:45pm
12:45pm –13:15pm
13:15pm –15:15pm
15:15pm –15:45pm
15:15pm - 15:55pm

回家及午膳
初中個別導修(網上)
高中延伸課節(網上)

班主任課
週會

初中個別導修(網上)
高中延伸課節(網上)

請家長注意以下事項：
1. 3/9(五)至 10/9(五)放學時間為下午 13:15，期間下午不安排網課，以讓學生作好開學的各
項事務準備。
2. 13/9(一)起，依延伸課時間表進行網課(見附件一)，惟學校因應學生的程度及適應作出如
下安排：
 中一至中三級只進行中、英、數三科的網上個別導修，網課時間：15:15-15:45，
中英數科任老師將個別通知有需要的同學出席，為其提供功課輔導或進行拔尖。
 高中暫時會採用下午在家網課的模式上課，家長應留意時間表左欄所列的時間。
學校會或因應個別級別疫苗接種率達教育局要求後改為全日上課，屆時將會依表
上所列的「在校 14:20-15:55」時間上課。
 中四級安排全班或個別網上導修，科任老師將通知相關的學生出席課節。
 中五六級則依附件時間表上網課，所有同學必須出席。
 高中的 APL(應用學習課程)網上授課時間或可能會延長，以確保學生能依時完成
課程所要的時數。
3. 學生上網課時須採用的硬體設備：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桌面電腦，備有鏡頭、咪及耳
筒。
4. 學生須準時出席網課，學校會進行點名，如學生缺席或遲到會記錄在案並通知家長。有
關其他實時網上課堂規則請(見附件二)。
5. 學生上課時須準備好課本、課堂工作紙或筆記。
6. 各級周會時間安排於星期三下午舉行，內容包括：學生事務的宣布、校長講話、祈禱及
中六級升學輔導講座、或其他講座，如當天沒有周會則改為班主任課。
教師資料一覽表
為方便學生透過 Zoom 上課，學校將老師依英文姓氏列出，學生可按網課時間表所列
出的教師名稱查出老師的 Zoom 課堂編號及登入密碼。此表將於 9 月 10 日派發給學生。
學生繳交家課安排及獎懲制度
家課是學與教重要部份，為鞏固學生課堂學習及養成自律的習慣，學校除了透過互聯
網發佈每班功課細節外，本學年將繼續推行家課獎勵計劃。計劃全年分四期（每期約五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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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週）以評估學生的表現。詳細安排如下：
1. 第一期：13/9(一)至 29/10(五)；第二期：1/11(一)至 10/12(五)；第三期：17/1(一)至
1/4(五)；第四期：4/4(一)至 27/5(五)。
2. 由於疫情關係，本年度改由科任老師隨堂收集功課，並由老師記錄欠交的名單，學生於
老師收集功課時未能依時繳交，而欠缺合理的解釋，則視為欠交功課。
3. 跟進措施 (初中學生適用) ：如學生欠交功課，學校會於當天下午透過 SMS 或 Parent
App 通知家長。
4. 奬懲制度(中一至中六適用)
4.1. 若學生於每個評估期內交齊功課，則獲記優點 1 次；若學生於四個評估期內沒有
欠交功課紀錄，則可額外獲記 1 次優點以示嘉許，相關紀錄會列於成績表。
4.2. 若學生欠交功課，則每欠交 10 次記 1 次缺點，相關紀錄會列於成績表。
5. 銷過制度(中一至中六適用)
如學生因欠交功課被記缺點，若在之後評估期沒有欠交紀錄，則可申請抵銷1次缺點紀
錄。
(二) 防疫措施
學校繼續嚴格執行教育局發出的《學校健康指引》及衞生防護中心 的《預防2019冠狀
病毒病給學校的健康指引》所載的各項衞生防疫措施 ，請各位家長於6/9(一) 或之前填妥學生
外遊及健康狀況申報表(附件三)。
1 一般措施 ：
 學校時刻保持校園環境清潔衞生，定時清潔及消毒
 在校園內所有人士須時刻戴上口罩，保持適當的社交 距離，進入校園時必須量度體溫
2 「安心出行」二維碼
 所有出席家長會或在校逗留多於兩小時之家長，進入 學校大堂時必須掃描二維碼
3 課室佈置：
 所有課室座位以單行形式排列，座位之間盡量留最大 的距離
4 學生的防疫措施：
 返學前，家長須為學生量度體溫，並在學生手冊填寫 「量度體溫記錄」及簽署。如學生
體溫高於 37.5℃便不能回校上課，應盡早看醫生。當值老師也會隨機抽 查及為同學量度
體溫
 學生必須時刻佩戴口罩，家長亦應為學生預備後備口罩。學生進入課室後應立即清潔雙
手，不隨意觸摸課 室物品或設備
 小息時，學生如須進食，必須注意有適當距離， 進食後也必須自行清潔及收藏
 排隊時，學生必須與同學保持一隻手距離，以加強保護自己的意識
 進入特別室前(如電腦室、音樂室及視藝室等)，學生須用酒精搓手液清潔雙手
 使用洗手間時，學生應注意衛生，自備手帕或紙巾， 如廁後須輕力蓋上廁板才沖廁
 地下已設置免觸控式飲水機，同學使用時須保持環境清潔及珍惜食水
 小食部於早上提供服務，學生於小息時可到小食部購買食物
(三) 接種疫苗情況調查
據教育局最新公佈，新學年基本上採取半天上課，若達至一定條件，學校可申請某級或
全校實施全日面授課堂：
若學校教職員和學生有理想的疫苗接種率，便會建設有效的防疫屏障，有關學校可為學
生安排更多的學習時間。若個別學校內：
(i) 已完成接種第二劑疫苗並超過十四天的直接僱用教職員(包括教學及非教學人員)達到
70%；及
(ii) 已完成接種第二劑疫苗並超過十四天的全校學生達到70%，
教育局會按學校的實際接種疫苗情況，讓有關學校的學生回復正常的校園生活，包括進
行全日面授課堂、午膳及參與課外活動。若已完成接種第二劑疫苗並超過十四天的全校學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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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 70%，但個別級別的學生已完成接種第二劑疫苗並超過十四天的人數達到 70%，教育局亦
可允許有關學校為該級別的學生進行全日面授課堂及其他活動。家長及同學若對接種疫苗有疑
問，可諮詢醫生意見。
現學校擬了解新學年中一至中四級學生的接種情況。請各位家長於6/9(一) 或之前填妥回
條回覆有關問題，待收集數據後，讓學校採取適切的措施。如家長對上述安排有任何疑問，請
與麥嘉健助理校長聯絡。
(四) 有關學生手冊
本校要求全體學生必須時刻帶備學生手冊，並詳閱內容。除校訓、校歌、校曆等基本資料
外，手冊更列明本校校規及獎懲制度，也是家長了解家課詳情和家校聯絡的重要渠道，故請
經常查閱，確保 貴子弟充分妥善使用。如有遺失損毀，須從速向班主任報失並予補購。此外
，請 貴子弟於6/9(一) 或之前填妥手冊內第3至5頁資料，並由 閣下簽妥確實，交回班主任
檢查及跟進。
(五)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申請表
學校已派發衞生署健康服務申請表予同學，請於6/9(一) 或之前把已填妥的表格交回班主
任，待校方收集後送至衛生署。
(六) 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表
已申請 2021-2022 年度學生資助計劃的學生，在收到由學生資助辦事處發出的資格證明
書後，須親身到校務處辦理蓋印手續及繳交表格。如欲新申請上述津貼者，可到校務處領
取申請綜合表格，填妥申請表後須自行寄回學生資助辦事處，待收到資格證明書後，須盡
快將資格證明書交回校務處辦理蓋印手續及繳交表格。
(七) 學生個人資料處理守則
本校設有輔導組，專責協助校方了解全校學生概況、輔助學生個人成長及協同駐校社工
提供諮商服務。輔導組會不時收集學生個人資料以作參考。故特奉上該組《學生個人資料處
理守則》(附件四)說明學校處理個人資料的原則，讓各位學生及家長可以放心地提供資料予輔
導組。敬請細閱下列條文。若有任何查詢或意見，請直接與輔導主任李慧祁老師聯絡。
(八) 急症室收費
就醫院管理局提供的「急症室服務簡介」，知會 貴家長有關急症室收費事宜，以確
保 貴子弟在發生意外或緊急事故時，能獲得適時及所需的急症室服務。(附件五)
(九)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申請
為鼓勵同學參與多元化活動，擴闊其他學習經歷，學校申請教育局「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目的是為經濟上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資助，使合資格學生能學習新事物，在知識、技能或態
度上有所增益，視野和學習經歷得以擴闊，為學生提供最適切的支援。有關申請的詳情可見(
附件六)，學校現鼓勵所有同學填妥資格申請表，並著 貴子弟於6/9(一) 或之前把有關表格交
回班主任收執。所有填妥資格申請表的同學稍後將獲分配編號，待日後申請有關津貼時使用
，編號全學年通用。
由於學校獲批核津貼有限， 貴子弟未必在每一次活動中，都能獲批全額資助，敬請 貴
家長垂注。此外 貴家長如有任何疑問，可於上課日的辦公時間內，致電麥嘉健助理校長查
詢，電話號碼為：27027102。
(十) 拍攝學生照片的服務
免費拍攝學生照片服務將安排於9/9(四)進行。家長如有需要，可先自費拍攝學生照片，
惟需注意學生照片應符合學校要求，穿著整齊校服及具良好儀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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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學生健康狀況調查表
體育科是學校課程的重要部份，每一名學生均應參與學校安排的體育活動。惟 貴家長必
須留意，如 貴子弟患有任何疾病，則應徵詢醫生之意見，是否適宜上體育課。如 貴子弟需
要暫時或長期豁免上體育課，必須呈交註冊醫生證明書予校方，以資證明。同時，按教育局
指示，學校應每年收集學生的病歷，以便給予適切的照顧。現請填妥「學生健康狀況調查表
」(附件七)並於6/9(一) 或之前交班主任收執，以便辦理及存檔。日後，若發現 貴子弟健康狀
況有任何重要之改變，敬請立刻通知班主任。
學校收集 貴子弟之個人資料，只會用作處理有關學生的保健及安全事宜。雖然提供個人
資料與否純粹自願，但若提供的資料不足，學校可能無法掌握 貴子弟的病歷。當意外發生時
，可能未能為 貴子弟提供適切的協助。而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家長有權要求索閱
和修訂所提供的資料。如有任何查詢，請與班主任聯絡。
(十二) 港鐵學生乘車優惠計劃
如欲享用港鐵乘車優惠但未擁有個人八達通卡，或欲啟動/延續個人八達通卡「學生身
份」，可透過港鐵流動應用程式以及港鐵網站申請，毋須如以往遞交實體表格到車站客務中
心。申請步驟如下：
1. 開啟MTR Mobile選擇「學生乘車優惠」或前往「港鐵學生乘車優惠計劃網站」
2. 選擇「新申請」或「延續個人八達通上『學生身份』」
3. 閱讀相關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及其餘細則
4. 填寫學校資料、個人資料等
5. 上載學生證核實身份（若中一同學未領取學生證可於稍後時間補回）
6. 新申請者須上載一張彩色證件相
7. 若未滿十八歲的同學需要填寫監護人資料
新申請學生個人八達通的同學，可於網上以信用卡繳交90元申請費，或到客務中心交
費，新八達通將會以郵寄形式在一個月內寄到家中。至於延續學生八達通的同學，申請獲確認
後，將會於一至兩星期收到電郵通知。
學校備有少量申請表，同學請自行到校務處領取。填妥之申請表需交回校務處蓋校印，
並自行將申請表交回任何港鐵站(機場快綫車站除外) 及繳交有關費用。
(十三)eclass智能卡行政管理系統
本校已經採用eclass智能卡行政管理系統，該系統的智能學生證會取代學生證及圖書
證，系統亦可作為校園電子錢包，處理學校收取的費用，如堂費、校簿費、學校改善設施費
用、社費等。家長亦可透過系統查閱 貴子弟出勤紀錄。舊生的智能學生證、eclass家長帳戶及
密碼，將會繼續使用，直至學生畢業為止。新生的智能學生證將於復課後經班主任派發，並附
上eclass家長帳戶及密碼。每年結餘均可延展至下學年，學生畢業或離校時，家長可選擇以現
金或支票方式發回學生。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2702 7102向總務組梁愛蓮老師查詢。
(十四)接受拍攝及錄影
本校每年均會在各活動中進行拍攝及錄影工作，以作學校網頁或日後檢討活動成效，成
果分享及教育推廣之用。由於 貴子弟有機會被攝入鏡頭，故徵求家長意見。有意見的家長
請在回條上表達，學校將因應情況作個別回覆。
(十五)開放校園計劃
學校開放校園計劃（自修溫習至晚上9時）已實施多年。措施的成效有目共睹，除校內
成績有明顯進步外，學生於中學文憑試的成績亦全面提升。為此多謝家長們對學校的支持和信
任，與我們攜手合作共同培育學生的成長。為進一步培育學生在學業及多元智能的發展，學校
將會在疫情穩定下，盡快開始推行「開放校園計劃」，詳情有待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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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各項收費
甲.本學年學校將有下列各項收費
項目
金額
詠讚
學生手冊

中一

$11
$16


 

$39(初中)

校簿#

$20.6(高中)

四社
$10

$310 (分10月、3月兩期 
收取，每期$155。中六

改善學校設施費 級學生只須繳交第一期

費用。)

(另發通告收取)
家長教師會會費
$80(10月代收)


(另發通告收取)
堂費

$310(2022年7月收)(只適
用於升讀高中學生。)#
備註3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新生適用)#備註1




中六







#備註2





































#備註 1. 新生可自行到校務處購買詠讚。

2.學生可按需要自行到校務處購買校簿，價目表已張貼在校務處外告示板。
3.堂費金額有待確實。

4.以上所有費用將於稍後由 貴子弟的eclass智能卡帳戶扣除，詳細金額可參閱本通
告第19頁。請家長預先在 貴子弟的eclass智能卡帳戶增值。增值少於100元，有關之行政

費用$2.2(PPS)/$3.4(便利店)由家長承擔。如有任何疑問，台端可致電27027102向總務組梁
愛蓮老師查詢。

乙.訂閱《經商學院》雜誌
為協助學生將經濟科知識應用於現實世界，達到學以致用及應付中學文憑試之目

的，本學年中四、中五及中六級修讀經濟科的所有學生必須訂閱《經商學院》雙週刋。
如有任何疑問，台端可致電 2702 7102 向經濟科科主任李家淳老師查詢。詳情如下:
項目
中四
中五
中六
《經商學院》雜誌
$74
$74
$37
共 10 期
共 10 期
共5期
訂購費用在課堂上交現金給李家淳老師收執。
(十七)課外活動網上報名
學生可於3/9(五)上午7:00至6/9(一)下午5:00登入本校E-class網上系統進行報名。
(十八)敬師日
10/9(五)為敬師日，以發揚尊師重道的精神，並向一直緊守崗位、默默耕耘的老師致以衷
心感謝。期望老師和學生能在新學年開始時，相互建立一個充滿關愛的學與教環境。
(十九)訂購數學練習(中六數學C組學生適用)
數學科為了配合學習需要，加強中六級同學應試技巧，中六數學 C組所有學生必須預備
《HKDSE 考試系列 ——舉1反5數學必操題型（必修部分）》
家長可選擇自行在坊間購買或經校方代為訂購，如經校方代購，可享有供應商提供的折
扣優惠。
各級有興趣訂購數學練習的同學，亦可填寫訂購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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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DSE 考試系列 ——舉1反5數學必操題型（必修部分）
出版社: 樂思教育出版有限公司
有關費用將於9月30日由貴子弟eclass智能卡帳戶扣除。

原價:$155，
學校訂購優惠價：$135

(二十)初中家長黃昏茶敍(初中適用）
初中時期乃學生成長的重要階段，為加強與家長聯繫，攜手培育 貴子弟成才，特設家
長黃昏茶敍，冀能在較輕鬆的環境下，讓校長、班主任及家長互相交流意見。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地點

24/9/2021（五）

5:00-6:30pm

禮堂

請填妥回條，並著 貴子弟交予班主任。如疫情有變化，學校會因應具體情況更改時間
或改用網上方法進行。
(二十一)拍攝班照及畢業照
暫定於24/9(五)安排拍攝班照及中六級畢業照，讓學生留下美好中學生活片段。當日學
生須穿著整齊校服，具良好儀容及髮式。學生可於日後自由訂購相片，價錢需視乎相片大小及
款式而定，每張售價約由 $8-$25。
(二十二)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Speech Festival)將於 2021年11月至12月期間舉行。朗誦訓練
可增強學生之語文能力，提升自信，並豐富課外活動經驗，歡迎學生自由報名參加。中文及英
文朗誦比賽個人項目收費約為$150。
有意參加的學生請向語文科老師報名，學生亦可申請「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助活動費
用。
**參加個人項目的學生須自行到指定地點比賽，初中學生可由家長陪同出席，如有需要
，學校可派員協助
(二十三)特別日子提醒
1. 15/9(三)下午為聖母聖心會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故當天下午不安排週會活動。
2. 18/9(六)為中六家長日，將另函通知中六家長相關安排。
3. 22/9(三)為中秋節翌日，放假一天。
4. 27/9(一)改上星期五課節。
5. 30/9(四)為教師專業發展日(I)，學生停課一天。
6. 1/10(五)國慶日，放假一天。
貴家長知照

校長_______________謹啟
(袁玉蘭)
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

回條見最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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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延伸課安排

附件一

(版本:30/8/2021)
週次

星期一
中六單週 在 數學A組:403室(詠)
數學B組:404室(駱)
校2:20-3:55
或
數學C組:603室(杰)
在家3:15-3:55

星期二
通識A班:403室(張)
通識B班:404室(阮)

星期三

星期四
生物：414室(鍾)

星期五
數學延二：606室(詠)

周會/ 班 經濟：404室(李)
主任課
物理：613室(紀)
中史：403室(古)
旅待：604室(蕭)

中六雙週 在 英文A組：404室(周)
英文B組：403室(偉)
校2:20-3:55
英文C組：063室(潘)
或
在家3:15-3:55

化學：611室(鄒)
企財：403室(施)
資通：111室(石)
地理：302室(鎮)
視藝：214室(彭)

中五單週 在 通識A班:204室(張)
通識B班:205室(阮)
校2:20-3:55
或
在家3:15-3:55
中五雙週 在 中文A組：204室(馮)
中文B組：205室(儀)
校2:20-3:55
中文C組：105室(文)
或
在家3:15-3:55

生物：414室(鍾)
經濟：205室(李)
物理：613室(紀)
旅待：604室(蕭)
中史：204室(古)

化學：611室(鄒)
企財：204室(施)
周會/ 班
資通：111室(石)
主任課
地理：302室(鎮)
視藝：214室(鄧)

數學延二：606室(駱)
應用學習(706室)

英文A班：502室(潘)
英文B班：503室(歐)
英文C班：504室(輝)
英文D班：605室(錦)

化學：611室(鄒)
企財：502室(施)
資通：111室(石)
地理：302室(鎮)
視藝：214室(彭)

中文A班：502室(文)
周會/ 班 公民B班：503(張)
中文C班：504(王)
主任課

數學延二：606室(詠)*

數學A班：502室(詠)
數學B班：503室(廖)
數學C班：504室(琪)
數學D班：605室(健)

生物：414室(鍾)
周會/ 班 經濟：503室(李)
物理：613室(紀)
主任課
旅待：604室(蕭)
中史：502室(阮)

數學延二：606室(詠)*
應用學習(706室)

中四單週 在
校2:20-3:55
或
在家3:15-3:55

中四雙週 在 公民A班：502(李)
中文B班：503室(陳)
校2:20-3:55
公民C班：504室(張)
或
在家3:15-3:55

中文A組：403室(王)
中文B組：603室(儀)
周會/ 班
中文C組：404室(祁)
主任課

數學延二：606室(詠)

數學A班：204室(駱)

英文A組：606室(歐)

數學延二：606室(駱)

數學B班：205室(詠)

周會/ 班 英文B組：204室(偉)
主任課
英文C組：205室(輝)

數學C班：606室(健)

英文D組：607室(蓮)

中 三 個 別 學 生 數學甲班：505室(廖) 英文A組：505室(歐)
英文B組：506室(錦)
在 家 導 修 時 段 乙班：在家自修
中文丙班：105室(祁) 英文C組：105室(周)
(3:15-3:45)
英文D組：604室(輝)

甲班：在家自修
中文甲班：505室(儀)
周會/ 班
中文乙班：506室(洪) 數學乙班：506室(黃)
主任課
丙班：在家自修

中二個別學生
在家導修時段
(3:15-3:45)

中文甲班：405室(王) 英文A組：405室(偉)

數學甲班：405室(廖)
甲班：在家自修
周會/ 班
數學乙班：406室(琪) 中文乙班：406室(洪)
主任課
中文丙班：407室(陳)

中一個別學生
在家導修時段
(3:15-3:45)

數學甲班：202室(琪) 中文甲班：202室(文)

乙班：在家自修
英文B組：406室(潘)
數學丙班：407室(施) 英文C組：407室(蓮)

數學丙班：105室(廖)

丙班：在家自修
數學乙班：202A室
(黃)

中文乙班：202A室
(陳)

甲班：在家自修
周會/ 班
乙班：在家自修
主任課
丙班：在家自修

英文A組：202室(蓮)
英文B組：202A室(周)
英文C組：203室(錦)

中文丙班：203室(洪) 數學丙班：203室(黃)

備註：
1. 中四延二星期五的補課將留待中六離校才上課。
2. 旅待科及資通科暫在604室及111室上課，待裝修完畢後改回309室與207室上課。
3. 中三英文C組、三丙中文及數學暫在105室上課，待裝修工程完成後改去507室。
4. 各級周會時間：3:15-3:55；如當天改上班主任課，則上課時間為：3:1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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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主 教 鳴 遠 中 學

附件二

Catholic Ming Yuen Secondary School

實時網上課堂規則
學生請假規則
學生如因病或特別事故缺席實時網上課堂，需按學校規定辦理請假(詳見學生手冊第9頁) 。缺
課而未經准假者，作曠課處理。

網上課堂前
1.
2.
3.
4.
5.
6.

於上課前 5 分鐘進入網上課室，請用「班別、中文姓名及英文名」登入戶口進入課室，
如： 1A李小華PETER
上課時要準備課本、筆記簿/工作紙、文具等上課用品
為免背景聲音干擾，當進入課室時請選擇「靜音/ Mute 」
可以使用不同智能裝置登入 Zoom，但建議使用桌面電腦、手提電腦或平板電腦，並需開啟
揚聲器或使用耳筒收聽
同學如需要開啟視訊以進行互動學習，建議善用「虛擬背景/ Virtual Background」以減
少附近環境的干擾
如使用流動學習裝置，請注意無線網絡速度是否穩定，如需借用平版電腦､流動數據裝置
或數據咭，可致電學校向校務處職員申請

網上課堂中
1.
2.

上課時應保持衣著整齊，儀容整潔及時刻保持良好坐姿
科任老師付出較平日更多時間準備實時課堂，同學更應專心投入課堂學習，以補未能參與
實體課堂的不足
3. 應積極參與老師設計的課堂活動，回應提問時取消「靜音」
4. 同學無需在課堂時開鏡頭展示樣貌以示出席，但老師會要求同學使用鏡頭展示課業，如有
困難，請與科任老師溝通
5. 在網上授課期間，除非得到他人同意，否則切勿攝錄他人容貌或聲音，亦嚴禁錄影課堂內
容。如未得他人同意而進行任何攝錄行為，不但違反校規，更可能侵害他人的私隱，對他
人造成嚴重的傷害，一經證實，校方將會嚴肅處理

9

天主教鳴遠中學

附件三

Catholic Ming Yuen Secondary School
2019冠狀病毒病
學生外遊及健康狀況申報表
＜請填妥後於9月6日（星期一）或之前交回班主任＞

學生姓名：

班別：

編號：

性別：男/女

甲部 ─ 14天內學生往香港旅遊紀錄（請在適當方格上加上「」號）
本人子女在開學前14天內沒有離開香港境外旅遊/探親
本人子女在開學前14天曾往香港境外的國家/地區


離港時期：由



外遊地點(請列明國家及城市)：

月

日至

月

日

乙部 ─學生是否曾經確診
本人子女沒有證實患上「2019冠狀病毒病」。
本人子女證實患上「2019冠狀病毒病」，並已痊癒。
留院日期：由

月

日至

月

日

丙部 ─和學生有「密切接觸」**人士的健康情況
和本人子女有「密切接觸」的人士均沒有證實患上「2019冠狀病毒病」。
和本人子女有「密切接觸」的人士證實患上「2019冠狀病毒病」，現已 痊癒 / 仍留院醫治 /
出院進行藥物治療(請刪去不適用者*)。
該患者和本人子女的關係：
和本人子女有「密切接觸」的人士中，沒有被衛生署界定為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的「密
切接觸者」
丁部 ─學生的健康狀況
本人子女沒有咳嗽、氣促、呼吸困難或咽喉痛等徵狀。

家長 / 監護人姓名(正楷)

:

家長 / 監護人簽署

:

日期

:

* 請劃去不適用者
**「密切接觸」指曾經照顧患者、與患者共同居住或曾經接觸過患者的呼吸分泌物和體液的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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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鳴遠中學
學生個人資料處理守則
1.

收集資料的目的：
收集的個人資料，祇會被輔導組用作輔導服務之用。提供個人資
料予本組，純屬自願。

2.

資料的轉移：一般情況下，學生提供之個人資料，祇會供輔導
組輔導老師使用。此外，在必要時亦祇會向下列有關方面披露
該等資料：
A.

本校管理當局。

B.

學生曾同意向其披露資料的有關方面。

C.

由法院授權或法律規定須向其披露資料的有關方面。

3.

查閱改正個人資料：除了《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規定的豁免
範圍外，學生有權就本組備存的本人資料提出查閱及改正要求。
已完成使用目的而遭銷毀的個人資料例外。學生及家長可向本組
主任提出查閱及更正的要求。

4.

資料的保安：本組收集的個人資料均須收藏在安全的、有鎖的地
方，並且不得隨意攜帶離開學校。在特殊情況下，取得輔導組組
長同意者例外。

5.

資料的銷毀：
本組保管的個人資料須於學生離校一年之內予以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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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急症室服務簡介

附件五

急症室為處理緊急病症而設立，為市民提供二十四小時急症治療及創傷急救服務。
Ｉ.甚麼是急症
急症是指一些如果不能得到適時的醫治就會導致病人嚴重傷殘或死亡的病症或受傷事件。
例如：
頭部受傷並有昏迷或嘔吐
昏迷不醒
突然和劇烈的胸痛或腹痛
骨折及脫臼
服食過量藥物或中毒
窒息或呼吸困難
大面積或流血不止的傷口
大面積的燒傷
(以上僅為舉例，並未涵蓋全部病例)
急救時，很短的時間可能是決定生死的重大關鍵。因為急症室的功能是處理真正緊急的病
症，分流為非緊急病人可能需要等候頗長時間。
II. 登記及分流
1. 自行到急症室的病人可以先到「登記處」出示身份證、出世紙或其他有效身份證明文
件。
2. 辦理完登記手續後，請攜同急症室病歷紀錄到「護士分流站」進行初步檢查及護理。
3. 分流站當值護理人員會初步評估求診者的病況，作出評核及分類，以決定診症的先後次
序；並不是根據病人的登記先後來決定。這樣可以確保病情危殆或緊急者能盡快得到治
理。
4. 至於病況穩定者，可在候診大堂等候醫護人員召喚到指定的診症室接受診治。
5. 病人在輪候時，可將以往病歷、覆診、醫生介紹信、化驗報告及所服藥物(如有帶備 )
準備好，以備診症時參考。病人如對任何藥物敏感，必須在診症時通知醫生。
III. 收費
1.
2. 為了確保急症室的功能是治療危殆 、危急及緊急病人，公立醫院由2017年6月18日起實
施急症室收費 (符合資格人士收費180元;非符合資格人士收費1230元)，藉此調節急症
室的使用量，使半緊急和非緊急的病人考慮使用其他醫療服務。危殆和緊急病人因而可
以獲得更適時的治療。
3. 領取綜緩人士會獲免會症室收費
4. 病人可在登記後繳費人未能即時繳費，急症室工作人員會提供一張繳費通知書，讓病人
在任何方便的時間繳費。
5. 病人如果因為經濟問題未能繳交所需費用，公立醫院醫務社工會協助病人申請減免。
IV. 申請減免收費
病人如果希望申請減免急症室收費，可於日後辦公時間內帶同証明經濟狀況的文件，前往約
見醫務社工提出申請。
V. 其他醫療服務機構的資料
如果病人希望知悉其他醫療服務機構的資料，可以向急症室人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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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鳴遠中學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申請須知

附件六

甲、申請資格
根據「學生活動支援津貼」的規定，資助各級學生參加任何有關全方位學習的活動，特殊情
況下可資助其他有需要的學生參加同類的活動。
申請人的優先次序(學生本人是申請人)：
第一優先：獲綜援的家庭的子弟
第二優先：獲書簿、車船全額津貼的家庭的子弟
第三優先：獲書簿、車船半額津貼/家庭有經濟困難的子弟

乙、申請辦法
一、填表格：
申請表格於開學時派發，亦可於校務處索取。
A. 津貼資格申請表：
所有每學年首次申請此津貼資助的學生必須先填此表。在表內填寫家庭的經濟狀況，交學
校審核。符合資助資格者，將獲發一個檔案編號，學生將此编號填寫於手冊學籍簡表內，
以備填寫資助申請表之用。
B. 活動費用資助申請表：
學年內凡參加任何校內外之全方位學習活動，活動統籌老師將在活動費用資助申請表內填
報有關活動及所需費用的詳情，訓育助理校長則根據該活動的性質及基金的餘額，批出資
助金額。
二、遞交申請表
1. 每學年首次申請的學生，應先遞交津貼資格申請表。
2. 學生資助組收到表格後，根據學校所能掌握的資料，核定該生是否符合資助資格。若符
合資格，則發給該生一個檔案編號，並發出家長通知書。
3. 符合資格的學生每次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前，若要申請有關的費用，則要繳交活動費用
資助申請表。在活動費用資助申請表內填報有關活動及所需費用的詳情，並註明獲發的
檔案編號，交訓育處。
4. 訓育助理校長會根據活動的性質、申請資助的人數及津貼的餘額，決定是否資助及資助
的金額。

丙、領取資助辦法
資助申請學生的金額一經校長批核確定後，訓育助理校長將向有關之機構或個人發出支票或
現金，如向學生發出現金，則會先以手冊通知學生家長資助該項活動的金額，家長簽署後才
會發出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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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度天主教鳴遠中學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資格申請表》
第一部分、申請人（即學生本人）姓名：

6/9(一) 或之前繳

班別：

班號：

第二部分、申請人家庭狀況 (於適當位置加上〝  〞號)
1. 是否現正接受綜援？
□ 是。綜援檔案編號為：

(轉填第三部分)

□ 否。

(轉填第2題)

2. 有否接受本學年的「書簿津貼」？
□ 有。本學年本人家庭接獲的「書簿津貼」為：
□ 全額

□ 半額

(轉填第3部分)

□ 否。本人未有接受本學年的「書簿津貼」
3. 申請人家庭成員(同住)數目：

(轉填第3-5題)

人

4. 申請人家庭成員(同住)每月總收入：

元

5. 申請學生家庭有下列的特別經濟困難：

第三部分、責任聲明
遞交此申請表前，申請人（即學生本人）及其監護人應確保以上所填之資料真確無誤。若有故意隱藏或誤導，
一經發現，除申請人會受學校處分外，其父母/監護人亦須負起受教育局追究的責任。

申請人簽署：
申請人監護人簽署：
年

14

月

日

第四部分、學校審批 <校方專用>
訓育助理校長審閱：
根據校內所能掌握的資料，申請學生所填之資料 大致正確 ／ 不正確。
□ 申請學生符合津貼資助資格，並給予推薦。
□ 申請學生不符合津貼資助資格，不給予推薦。
訓育助理校長姓名：

麥嘉健先生

訓育助理校長簽署：
20 年

月

日

                 
校長審批：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 接納上述學生申請使用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

□ 不接納上述學生申請使用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原因：

校長姓名：

袁玉蘭女士

校長簽署：
20

年

月

日

                 
檔案資料：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檔案編號： SAS-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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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天主教鳴遠中學
2021-2022年度

6/9(一) 或之前繳交

學生健康狀況調查表
﹙限閱文件 ─ 所提供的資料只用作與本校學生保健有關的事宜﹚

學生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別：

班別：

緊急聯絡電話：
關係
姓名
手提電話
辦公室
學生本人
父
母
監護人
一 . 如上述學生曾患有以下疾病，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
」記號及列出詳情：
疾病名稱




















患病時
年齡

班號：
住宅

發病時，醫生建議的
處理方法(如適用)

補充資料

葡萄糖六磷酸去氫酵素缺乏症
哮喘
腦癇病
高熱引致抽搐
腎病
心臟病
糖尿病
聽覺不健全
血友病
貧血
其他血液病
藥物敏感
疫苗敏感
食物敏感
其他敏感(請註明：
_)
肺結核
曾進行小型手術
曾進行大型手術
精神問題（例如：思覺失調、
抑鬱症、焦慮症、強迫症等）
其他

二. 上述學生現今是否需要長期服藥？需 要服 食哪種類的藥？
三 . 其他補充資料：
四 . 參與體育活動聲明<請在適當方格填上 號>
□上述學生適宜上體育課及參與校內或校外各類體育活動。
□上述學生不適宜上體育課及參與體育活動。(必須附上醫生證明書)
□請豁免上述學生由
至
上體育課。( 須附醫生證明書)
家長／監護人簽署：

(姓 名 ：

16

)

日期：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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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請於6/9前交回班主任收執】
敬覆者：學校行政通告（21-01號）收悉，本人及敝子弟定當配合。
1.接種疫苗情況調查
1.1本人子女未接種疫苗，打算於30/9前接種第一針疫苗。
是○
1.2本人子女已接種了第一針疫苗，並未接種第二針疫苗。
是○
接種日期為：
1.3本人子女已接種了第一、二針疫苗。
是○
第一針接種日期為：
第二針接種日期為：
1.4本人子女暫不打算接種疫苗。
是○

否○
否○
否○
否○

2.本人將 *出席/無暇出席 初中級校長黃昏茶敍 (中一至中三家長適用)
3.本人已茲悉有關「eclass智能卡帳戶增值事宜」，會於9月30日前為學生智能
卡帳戶進行增值*，並同意在帳戶中收取各項收費及訂購物品清單費用:
4.訂購數學練習(中六數學 C 組學生適用)
本人知悉有關訂購數學練習事宜。決定(請✓)
中六數學C組所有學生必須預備
會透過學校訂購數學練習，並同意在帳戶中收取收費
不會透過學校訂購數學練習
5.對接受拍攝及錄影的意見：

＿＿＿＿＿＿＿＿＿＿＿＿＿＿＿＿＿＿＿＿＿＿＿＿＿
＿＿＿＿＿＿＿＿＿＿＿＿＿＿＿＿＿＿＿＿＿＿＿＿＿
學生姓名:

班別:

二零二一年九月

日

班號:

家長簽署:

…………………………………………
各項收費及訂購物品清單

所有費用將於9月30日在 貴子弟eclass智能卡帳戶收取，請家長預先在 貴子弟的eclass智能
卡帳戶增值。如有任何疑問，台端可致電27027102向總務組梁愛蓮老師查詢。
1

項目
詠讚

金額
$11

中一
$11

中二

中三

2

學生手冊

$16

3

$16

$16

$16

$16

校簿#

$39(初中)
$20.6(高中)

$16
$39


$39

$39

$20.6

$20.6

4

$10

中四
中五
(新生適用)

中六
$16
/

$10
$10
$10
$10
$10
$10
$46.6
$46.6
總金額
$26
$76
$65
$65
*增值少於100元，有關之行政費用＄2.2(PPS)/3.4(便利店)由家長承擔，建議家長可同時增值$150
改善設施費及$80家長教師會會費，兩項收款將另行發出通告於十月在帳戶收取。
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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