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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校長話校長話校長話: : : : 自由誠可貴自由誠可貴自由誠可貴自由誠可貴    自律價更高自律價更高自律價更高自律價更高    

近日聽聞部分同學因便服日被訓導處扣分頗有微言。我覺得，便服日首要目的在

慈善公益，其次則在於培養學生自我管理能力。學習穿著合宜的服裝，同學們就可在

日後於應徵、面試或各種交際場合，透過合適的服裝表現優雅的儀容與氣質。  

從老師口中得知，以往同學於便服日穿著都是理想的、自律的、合理的，故沒必

要設下太多管制。但我認為，自由必須是有限度的，所謂「無規矩不成方圓」，如大

家都我行我素，不依循規則，便會造成混亂。社會愈自由，個人自律便愈顯重要，也

唯有懂得自律，才能彰顯自由的真諦。只有學會自律，才值得別人給予更多的自由！  

校方對同學於便服日的穿著要求，已給予清晰和合情合理的指引，只是現時服裝

款式繁多，所有禁止穿著的衣飾及個別細節校方實不可能全部臚列。據我所知，有同

學曾反映校方對所有穿著短褲的同學皆以扣分論處，但對當天穿著過膝短褲的同學，

訓導處其實只給予警告而沒有直接扣分。雖然校方並不允許學生穿著短褲，但這次訓

導處已考慮個別情況並行使酌情權。扣分制本身只是一種警告而非正式懲罰，這是訓

導處一再強調的。而事實上，絕大部分同學在便服日當天都能守規自律，穿著得宜，

實在值得嘉許。我認為，同學們只要謹守穿著規限，不要遊走灰色地帶，就能避免瓜

田李下之嫌，免卻不必要的誤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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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金便服日籌得款額公佈公益金便服日籌得款額公佈公益金便服日籌得款額公佈公益金便服日籌得款額公佈  

班別 款項  

(港幣) 

班別 款項  

(港幣) 

班別 款項 

(港幣) 

班別 款項 

(港幣) 

班別 款項 

(港幣) 

1A 1580 1B 1370 1C 837 1D 510 2A 1670 

2B 1063 2C 1020.5 2D 1746 2E 808 3A 943 

3B 868 3C 1341.2 3D 516 3E 1324 4A 387 

4B 523 4C 416 4D 571 4E 773 4F 610 

5A 500 5B 310 5C 567 5D 301.5 5E 405.5 

5F 510 6A 379 6B 50 6C 100 6D 150 

6E 287 6F 395.3 7A 0 7B 100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2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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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選舉完結學生會選舉完結學生會選舉完結學生會選舉完結 新學生代表誕生新學生代表誕生新學生代表誕生新學生代表誕生 

本年度學生會選舉於 10 月 4 日 (星期二) 順利完成，經公開點票後，由內閣「Action」當選。 

當選內閣「Action」成員 

會長：5E 尹嫚瑩 

副會長：5B 梁鈞傑 5D 衛敏嘉 

各科學年成績所佔比重及科目的評估方式各科學年成績所佔比重及科目的評估方式各科學年成績所佔比重及科目的評估方式各科學年成績所佔比重及科目的評估方式  

(一) 各科學年成績所佔比重：按上課時數比例，各學科在總平均分中所佔的比重有別，茲以中一、

二級為例，詳列如下供參考： 
 中一級中一級中一級中一級 英文 中文 數學 科學 文學 

(英語) 

中史 地理 電腦 普通話 通識 設計與科技或家政 

視覺 藝術 

音樂 體育 

4.25 3.75 3.5 2.25 1.25 1.25 1.25 1 1 1 1 1 1 1 

 中二級中二級中二級中二級 英文 中文 數學 科學 文學 

(英語) 

中史 歷史 地理 電腦 普通話 通識 設計與科技或 家政 

視覺 藝術 

音樂 體育 

4.25 3.75 3.5 2.25 1.25 1.25 1.25 1.25 1 1 1 1 1 1 1   
(二) 評估方式：除了期中測驗和學期考試外，各學科皆對同學的學習進行「持續性評估」。評估方

式包括課堂提問、觀察、學生作業、專題研習、實驗考核和小測等。 

各科不同的評估方式於學年成績所佔的比重各有不同，一般而言，「持續性評估」佔 10%，期中

測驗佔 20%，學期考試佔 70%。此外，初中視覺藝術科、設計與科技科和家政科等皆沒有期中測驗

和學期考試。老師將以持續評估方式，透過課堂習作和專題研習等活動評估同學的學習表現。 

升留班政策升留班政策升留班政策升留班政策  

(一) 操行及出席率：同學必須全年操行合格，出席率達 90%或以上方可升班。 

(二) 成績方面：初中各級同學須於全年之總平均分及中文、英文、數學之成績均取得合格方可升班；

此外，由於留班名額有限，學校會安排成績未達升班標準而又未列入留班名單之同學於暑期進

行補考，補考成績達標後才准予升級。 

(三) 新高中之總平均分計算方式及升班標準 

新高中學制下，由於同學修讀之選修科有別，計算總平均分時需使用統計學之方法調整不同選

修科目之成績，核心科目佔總成績之 2/3, 選修科目則佔 1/3。(四科核心科目以 1:1:1:1 之比例計

算核心科目部份之成績，而修讀 3 個選修科的同學則按 3 科成績以 1:1:1 比例計算選修科目部

份之成績；此外，延伸數學作 0.5 科計算。) 

升班標準：總平均分，中/英/數/通四核心科目均須取得合格成績。 

考試規則考試規則考試規則考試規則————學生缺席考試的處理學生缺席考試的處理學生缺席考試的處理學生缺席考試的處理 
1. 學生如因病請假，須於當日早上 8:30 前致電學校請假，並於第一天復課日交醫生信辦理銷假手

續，否則學校不會安排補考, 而該次成績作零分計算。 

2. 學生缺席考試，在有合理原因 (如因學生患病，代表香港/學校出席比賽等) 之條件下，考試組會

安排缺席學生於一星期內進行補考，如學生未能如期完成補考則作自動放棄論，而該次成績作零

分計算。 

3. 補考成績一律以 9 折計算，校長保留於特殊情況下酌情調整有關折算比率之權力。 

學生因患病或其他合理之原因而無法於學校指定日期內完成補考，該科目之成績將以該學期所取得

之「平時分」分數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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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學習支援計上網學習支援計上網學習支援計上網學習支援計劃介紹劃介紹劃介紹劃介紹 

計劃概要計劃概要計劃概要計劃概要    

   為減輕數碼鴻溝對學習質素帶來的影響和推廣安

全及正確使用互聯網進行網上學習，財政司司長

在 2010-11 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中宣布以雙管齊

下的策略，協助合資格學生在家上網學習，包括 - 

(a) (a) (a) (a) 上網費津貼上網費津貼上網費津貼上網費津貼     

• 為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提供每年全額$1,300

或半額$650 的上網費津貼，以減輕他們支

付子女在家上網學習費用的負擔；及 

(b) (b) (b) (b) 上網學習支援計劃上網學習支援計劃上網學習支援計劃上網學習支援計劃 

• 推行一個為期五年的上網學習支援計劃，

協助他們購買價格相宜的上網服務及電

腦，並為學生及其家長提供使用上的支援

及輔導。 

上網費津貼已由 2010-11 學年開始發放給合資格

家庭。而為期五年的「一家一網 e 學習」上網學

習支援計劃亦已在 2011 年 7 月正式展開。 

服務範圍服務範圍服務範圍服務範圍    

 以「一家一網「一家一網「一家一網「一家一網 e  e  e  e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為計劃名稱的「上網學習

支援計劃」，是政府為支援學生上網學習而進行

的一項五年計劃。該計劃現已展開，透過協助合

資格家庭購置價格相宜的電腦及上網服務，並為

他們提供使用上的支援及培訓，讓他們的在學子

女可以連接到互聯網，享受網上學習的樂趣。  

 計劃的服務範圍包括 - 

(1) 價格相宜的上網服務 

(2) 價格相宜的電腦和靈活的付款方式 

(3) 培訓、用戶支援和輔導服務 

服務中心位置服務中心位置服務中心位置服務中心位置 ( ( ( (荃灣區荃灣區荃灣區荃灣區))))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路德會 

賽馬會海濱花園綜合服務中心 

荃灣海濱花園怡樂徑 2-12號平台D 2樓 

星期一至五 下午 2:00 - 晚上 9:15     

星期六     上午 9:30 - 晚上 9:15 

電話 2423 5064 

歡迎致電歡迎致電歡迎致電歡迎致電    服務中心服務中心服務中心服務中心    查詢申請詳情查詢申請詳情查詢申請詳情查詢申請詳情

申請資格申請資格申請資格申請資格    

所有在以下家庭的全日制中學生、小學生、就讀

毅進計劃課程或職業訓練局相關課程的學生，均

可參加計劃 - 

(i) 正在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

下與就學有關的定額津貼的家庭；或 

(ii) 通過學生資助辦事處(學資處)現行入息

審查所得以申領全額或半額學生資助的

家庭。 

 申請程序申請程序申請程序申請程序 

合資格家庭及學生可親臨所屬推行機構的任何一

間服務中心，登記參加計劃，以享用計劃所提供

的優惠及服務。登記時須出示有效文件証明其符

合有關資格 - 

正在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家庭 

(i) 由社會福利署發出的「綜合社會保障援

助受助人醫療費用豁免證明書」； 

(ii) 住址證明; 及 

(iii) 學生證或學生手冊; 

 正在領取學校書簿津貼計劃資助的家庭  

(i) 由學生資助辦事處於本學年發出的資格

評估申請結果通知書或資格證明書

(中、小學生資助)。 

 此外，現正修讀毅進課程或職業訓練局課程的學

生均須帶同學生證明文件。 

申請人也可以下載以下的「一家一網 e 學習」上

網學習支援計劃服務申請表，填寫所需資料後郵

寄或傳真至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推行機構

會稍後與你聯絡作登記安排。 

 地址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香 港 灣 仔 港 灣 道 十 二 

號 灣 仔 政 府 大 樓 十 五 

樓 

「一家一網 e 學習」上網學習

支援計劃 

傳真號碼 2802 45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