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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主 教 鳴 遠 中 學 

Catholic Ming Yuen Secondary School 

學 校 行 政 通 告 （22-07 號） 

教師快測結果呈陽性通知／本年度第一次全方位學習日安排／繳交本學年第一期學校改善設施費用

／英文科活動安排／購買英文科課本(高中適用)／「公益金便服日」籌款／明愛獎券認購詳情及安排

／近期特別日子提示 

(一) 教師快測結果呈陽性通知 

本校在 2022 年 10 月 5 日接獲一名教師通知，有關教師的 2019 冠狀病毒病快速抗原測試結果呈

陽性，而教師最後回校日期為 2022 年 10 月 3 日。校方已向衞生防護中心及教育局呈報上述個案，教

師及其密切接觸者須完成隔離期方可回校。 

根據教育局學校健康指引，密切接觸者的定義主要為確診者的同住成員，在做足衛生防護措施的

情況下，曾與確診者在校園有接觸的教職員和學生，一般不會被視為密切接觸者。就此，學校已加強

校園的消毒清潔工作，除非衞生防護中心作出特別指示，否則學校可在做足防疫措施下繼續上課。因

此，學校將維持原有面授課堂安排。 

校方會與衞生防護中心保持緊密聯繫，密切監察校內師生的健康情況。校方在此再三促請各位家

長應依照衞生防護中心的健康指引，為預防冠狀病毒病採取合適的預防措施，詳情請瀏覽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health-advice.html。學生如有任何身體不適（即使徵狀非常輕微），

應盡快求醫，以及早獲得適切診斷和治療。 

(二) 本年度第一次全方位學習日安排 

為提升學生的多元學習經歷，本校將於 14/10(五)安排中一至中六級同學進行全方位學習，請敦

促 貴子弟依時出席。若因特殊原因不能出席，需回校完成老師安排的學習活動。有關外出活動的交

通費支出將全數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當天詳細安排請見附件一。 

(三) 繳交本學年第一期學校改善設施費用 

本校將根據教育局對中學的最新指引向每位學生收取改善設施費，金額為$310，十月會收取第一

期費用，詳情如下： 

1. 全年分兩期繳交： 第一期（10 月份）交$155 

第二期（3 月份）交$155 

2. 中六級學生只須繳交第一期費用。 

3. 家長如有經濟困難，可與學校商討解決方法。 

每學年學校改善設施結存費用會用作購買非標準設備，例如微波爐、太陽傘等。現特函通知 貴

家長第一期(10 月份)的改善設施費用$155，將於 11/10(二)，經 eClass 學生智能卡帳戶扣除。如增值

少於$100，有關之行政費用$2.2(PPS)/ $3.4(OK 便利店)由家長承擔。有關查閱學生智能卡帳戶結餘詳

情請見附件二。 

(四) 英文科活動安排 

為了提升同學對英文學習的興趣，本校將於 17/10(一)至 21/10(五)舉辦英語週，請鼓勵  貴子女

積極參與相關活動。另外，本校已訂購了 I-Learner 的網上英文學習平台，平台有很多互動及有趣的

練習，同學須在課餘時完成，鞏固其英語基礎，相關登入資料將由英文科任老師派發予  貴子弟。 

 

 

 



2 

(五) 購買英文科課本 (高中適用)

早前經由學校向書商訂購的英文書籍仍有欠缺，學校現正跟進中，若收到書籍將盡快派發給相關

同學。部分未買書的同學，可以經校方向出版社集體訂購，同學可把現金於 7/10 (五)至 10/10 (一)

交給相關的英文科任老師，以作辦理。 若 貴家長有任何疑問，可致電本校與英文科科主任黎志偉老

師聯絡。 

價錢如下： 

中四 中五 中六 

Developing Skills for HKDSE – Papers 1 & 2 Reading and 

Writing Book  (Set A) (鳴遠中學校本版)  (折實) 
$199 $211 

Developing Skills for HKDSE – Paper 3 (Set A) (鳴遠中學

校本版) (折實) 
$199 $211 

Developing Skills for HKDSE – ALL-IN-ONE PRACTICE 

Vol. 1 (2019 Ed.) 

$208.5 

(九折) 

(六) 「公益金便服日」籌款

為鼓勵同學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主動關心他人，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學生會將響應全港性呼

籲，於校內舉行「公益金便服日」籌款活動。詳情如下： 

舉辦機構： 香港公益金 

舉辦日期： 2022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五) 

參加辦法： 參加者當天可穿著便服或校服回校，進校時把善款投入「公益金便服日」捐款箱內，

金額不拘。 

注意事項： 學生服飾須以雅潔整齊，樸素端莊為準。 

(七) 明愛獎券認購詳情及安排

香港明愛(明愛)於一九五三年七月由天主教香港教區創立，目的為「共建一個擺脫貧困、消除隔

膜的社群；共建一個人人平等、充滿愛心的融和世界」。明愛提供多元化社會服務，其服務範圍主要

包括社會工作、教育、醫療護理和社區服務。明愛一方面獲得公益金撥款，另一方面亦推動籌募運動，

好讓明愛無須全面倚賴政府支助，從而取得一定程度的彈性，發展及優化各項服務。 

本校每年都參與支持明愛的籌募運動，今年定於 10/10(一)至 28/10(五)為明愛獎券認購日，敬希

貴家長及子弟繼續支持，積極參與，幫助有需要人士。獎券售價每張 20 元(學生可帶備現金回校購買)。

倘若閣下未能認購或代銷，亦請填妥下列回條。 

(八) 近期特別日子提示

1. 13/10 (四)：當天上午改上星期五課節，下午的延伸課安排維持不變。

2. 14/10 (五)：全方位學習日(詳細安排見前文)

此致 

貴家長知照 

校長 謹啟 

（袁玉蘭）  

二零二二年十月六日 

回條見最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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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年度第一次全方位學習日(14/10(五))各級活動安排 [附件一] 

級別 活動名稱/內容 活動時間 組別/科別 活動地點 交通安排 服裝 負責老師 

中一級 

及 

中二級 

活動一： 

共融氣球排球體驗活動 

8:15 

至 

10:30 

學生支援組 本校禮堂 不適用 

運動服裝 

劉嘉詠組長 

活動二： 

電影欣賞：「一樣的天空」 

10:45 

至 

1:00 

非華語學生

小組 
本校禮堂 不適用 馮少斌副校長 

中三級 山頂纜車導賞 

8:15 

至 

1:15 

課外活動組 山頂 校巴來回 正裝校服 劉寶珠主任 

中四級 成長支援活動：伴我同行 

8:15 

至 

12:00 

輔導組 本校 706 室 不適用 運動服裝 李慧祁主任 

中五級 電影欣賞：一路瞳行 

10:00 

至 

12:30 

訓導組 
將軍澳 Popcorn 

Star Cinema 

學生自行於 10:00 在

戲院門口集合，完場

後在戲院門口點完名

解散。 

正裝校服 阮慧明主任 

中六級 升學面試工作坊 

8:15 

至 

12:15 

升擇組 
本校 STEM 室及

二樓課室 
不適用 正裝校服 鄒詠詩主任 

注意事項： 

1. 除中五級學生外，所有學生須於 8:15 回校。

2. 中五級同學如不符合入戲院的疫苗通行證要求，須回校自修。

3. 當天回校校巴安排如常，放學校巴在下午 1:20 開出。

4. 下午的延伸課及應用學習課程暫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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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學生智能卡帳戶結餘方法(Parent App)              [附件二] 

1. 點擊「繳費紀錄」 

 

 

2. 點擊後會顯示戶口結存 

3. 「待繳款項」：可查閱未繳費之項目 

4. 「交易紀錄」：可查閱已繳費之項目或增值日期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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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請於 10/10(一)或前交回班主任收執】 

敬覆者： 

    頃接 貴校學校行政通告（22-07 號），知悉有關事宜。 

1. 改善學校設施費用 

本人知悉第一期「改善設施費用」$155 收費安排，同意於 11/10 (二)，經 eClass 學生智能卡
帳戶扣除。 

與班主任聯絡，商討繳交「改善設施費用」事宜。 

2. 2022 年度明愛慈善抽獎券 

本人知悉貴校明愛籌款抽獎券安排，並會 / 未能*作出支持： 

 本人會認購或代售明愛籌款抽獎券   張，獎券金額共$   。 

 本人未能認購或協助代銷明愛籌款抽獎劵。 

 

此覆 

袁玉蘭校長 

中    班學生_____________(  )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二年十月____日 

(請以＂＂選擇適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