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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2022 至 2023 年家長通告（第 1 號）  
 
敬啟者︰  
 
 
 茲有下列事情敬告 貴家長，祈予垂注︰  
 
 

1. 新學年指導日安排  
 

(a)  附上新學年指導日 (9 月 2 日 (五 )及 5 日 (一 ))時間表，請參閱。  
 

(b)  9 月 2 及 5 日全體同學須於上午 8 時 10 分前回校，放學時間如下：  

 

 

 

2. 全年主題  
 
本學年全年主題為「莊敬自強  展翅翱翔」 (Set Sail for Excellence) 

 其他詳情如下：  

分題：  莊敬自強  展翅翱翔 (9 月至 11 月 )  關愛同行  永不言棄 (3 月至 5 月 )  

 努力求進  勇迎挑戰 (12 月至 2 月 )  數算恩典  活得豐盛 (6 月至 8 月 )  

經文：  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

行走卻不疲乏。  (以賽亞書  40:31)  

Those who hope in the Lord will renew their strength. They will soar on wings 

like eagles; they will run and not grow weary, they will walk and not be faint.  

(Isaiah 40:31)  

   

關注事項﹕  (i)  優化本校課程發展，以跨課程語文學習，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  

 (ii)  以基督教的價值為本，培育學生健康生命素質。  

 

 

3. 校友會  
 
第 22 屆校友會常務委員會已於 2022 年 6 月 30 日校友會周年大會選出，名單如下：  

主席 ： 曾詠晴 (2015年畢業)  副主席 ： 莊霆軒 (2017 年畢業) 

財政 ： 楊芷君 (2015年畢業)  文書 ： 劉綺彤 (2020 年畢業) 

I.T.技術 ： 何嘉詠 (2021年畢業)、黃煒軒 (2021年畢業) 

活動推廣 ： 朱珮希 (2018年畢業)、鍾曉彤 (2020年畢業)、 

黃子昊 (2022年畢業)、李俊超 (2022年畢業) 

公關 ： 高穎妤 (2018年畢業) 
  

  

 如有查詢，請致電校務處，聯絡黃詠恩老師或李宛澄老師。  

 

 

 

9月 2日 

(五 )  

中一、中二、 

中四及中六級 
下午 1時 10分 

 
9 月 5日 

(一 )  

中一、中二、

中四級 
下午 1時 10分 

中三及中五級 中午 12時 35分 
中三、中五、

中六級 
上午 11時 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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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劉永生醫生見證集（中一級適用）  

本校得蒙劉永生醫生愛心奉獻辦學經費，於 1999 年創校。 2009/2010 年度本校

為了紀念創校 10 年，除了舉辦一系列校慶活動之外，也出版《劉永生醫生見證

集》，以表謝意和紀念。現附上該見證集予  台端和  貴子女參閱和留念。  

 

5. 家長教師會  
 
本校第 21 屆家長教師會家長常務委員會名單如下 :  

顧問：梅志業校長               

主席：朝長由美女士          副主席：黃潔瑩女士、盧維中副校長  

核數：鄺美燕女士            秘書：葉佳玉女士、楊慧明老師  

 司庫：周思慧老師            聯絡：張秀女士、黄安琪女士  

活動推廣：張紫菁女士、譚卓之女士、趙慧嫦女士、李曉鐫老師  

如有查詢，請致電校務處，聯絡盧維中副校長。  
 

 

6. 同學儲物櫃使用守則  

學校現提供儲物櫃給同學申請。同學須遵守學校守則，否則使用資格將被取消。  
 

7. 補領遺失成績表 /其他文件申請  

  新學年起補領遺失成績表 /其他文件申請，每 1 份副本收費 $10，如欲補領相關文

件的家長請於辦公時間致電校務處。  

 

8. 申請攜帶手提電話回校守則  

為了讓  貴家長瞭解同學返放學期間的情況，同學可申請攜帶手提電話回校，以便

於路途中與家人聯絡。同時為著同學能專心上課，不在課堂時間使用手提電話，同學

須於課堂前把手提電話交予校方保管，校方也會於放學前發還給同學。同學仍須遵守

一貫守則 :未經申請，不得於校內私自攜帶手提電話，同時未經批准，同學不得於校內

使用手提電話。如有發現，本校將嚴肅跟進及給予處分，同時會聯絡家長。  

 
9. 因應疫情家長須即時通知學校的情況  

學生在以下三種情況一經證實後，學生不應回校，並即時通知校方請假，以便校方

制訂應變措施  

(i)  確診或初步確診 2019冠狀病毒病；   

(ii)  被衞生防護中心界定為 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或密切接觸者的

同住成員；及   

(iii)  為《預防及控制疾病（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規例》（第 599J章） (《規例》 )，

接受 2019冠狀病毒病核酸檢測的「受檢人士」。   

    
另外，請家長留意子女的健康情況，如子女出現發燒、呼吸道感染徵狀或突然

喪失味覺或嗅覺等，必須即時求診，並不應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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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及「學習活動支援津貼」  
 

本校推行教育局以上兩個計劃，旨在資助經濟有困難的學生參與學校課後功課輔

導班、課外活動或其他認可活動，藉此提高學習效能及擴闊學習經驗。  

學生可於上學日的辦公時間到校務處索取《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

援計劃申請表格》 (SC28)，以備日後申請活動資助。申請資格如下：   

(i)   領取社會綜合援助、       (i i)  領取書簿全費津貼、  

(iii) 其他經濟困難  (若不屬以上兩種類別，須繳交家長信 )  
 

 此致  

貴家長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校長  
 

 

 

梅志業謹啟  

2022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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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回條  (家長通告第 1 號 )  

 (9 月 3 日﹙星期六﹚或之前透過 GRWTH 繳交 )  

 

本人已知悉各項事宜：  

A. 申請儲物櫃事宜  
 

□    不申請  

□    申請儲物櫃  敝子女承諾遵守「儲物櫃使用守則」，如有違反，本人同意   

    校方取消敝子女使用儲物櫃的資格。  

 
 

B.  申請攜帶手提電話回校  
 

□    本人申請  敝子弟攜帶手提電話回校，並會囑咐  敝子弟把手提電話交予校方

保管。  

□    敝子弟將不會帶電話回校，故本人不申請  敝子弟攜帶手提電話回校，並明白  

敝子弟不得私自攜帶或使用手提電話。  

 
C.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及「學習活動支援津貼」  

□ 不申請  

□  申請「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及「學習活動支援津貼」  

     (以下資料保密，只作學校津貼申請及教育用途 ) 

 

 資助類別：  

 

    □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  

      

    □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  

      

      □  其他經濟困難   

 

 

家長 /監護人  簽名： 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  班     別： 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  班     號： ________________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新學年指導日時間表 

 

2022年 9月 2日 (星期五)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8:10-8:25 中一至中三課室點名 / 中四至中六集隊 
8:25-9:00 班主任時間 班主任時間 班主任時間 [禮堂] 

獎勵組 (頒獎給公開試成績優異同學) 馬松興老師 

教學發展組 (學習計劃介紹)黃佩雯老師 

9:00-9:35 [課室] 

守規班主任課 

訓導老師 

班主任時間 

[歡樂班相(2ABCD)] 

班主任時間 

 

班主任時間 

(25mins) 

班主任時間 

(25mins) 

班主任時間 

(25mins) 

9:35-9:50 小息 

9:50-10:25 [初中禮堂、高中課室直播] 

訓導組(校規簡介)  陳國盛老師 

工作小組/學生會選舉  灌秀雲老師 

10:25-11:00 

11:00-11:15 小息 

11:15-11:50 班主任時間 

[歡樂班相(1ABCD)] 

[中二、三課室直播、高中禮堂]  環境教育組 黎淑儀老師 

班主任時間 

(20 mins) 

[中三課室直播、高中禮堂] 

陸運會  溫碧雯老師 

11:50-11:55 小息 

11:55-12:30 [禮堂] 

圖書館介紹 

許真真老師 

學習效能提升組 

陳凱德老師 

福音事工部 

劉頴璇老師 

介紹校園設施 

黎淑儀老師 

班主任時間 班主任時間 社工時間 (4A、4B)  

班主任時間(4C、4D) 

班主任時間 班主任時間 

12:30-1:05 班主任時間 12:30-12:35 

班務  放學 

社工時間 (4C、4D) 

班主任時間(4A、4B) 
12:30-12:35 

班務   放學 

班主任時間 

[歡樂班相(6ABCD)] 

  

1:05-1:10 班務  放學 班務  放學 班務  放學 班務  放學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新學年指導日時間表 

2022年 9月 5日 (星期一)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8:10-8:25 中一至中三集隊 / 中四至中六課室點名 
8:25-9:05  [G02] 

學生學習概覽 

陳國盛老師 

班主任時間 (SLP) 

(15 mins） 

[禮堂] 

健康校園計劃  

黎淑儀老師 

 

班主任時間(15 mins) 

班主任時間 班主任時間 

[歡樂班相(4ABCD)] 

班主任時間 

 

社工時間 (6A、6B) 

班主任時間(6C、6D) 

 

9:00-9:35 社工時間 (1C、1D) 

班主任時間(1A、1B) 

班主任時間 

 

班主任時間 

[歡樂班相 3ABCD)] 

班主任時間 班主任時間 班主任時間 

9:35-9:50 小息 

9:50-10:25 [初中禮堂直播、高中課室直播] 

STREAM ROOM 揭幕禮    高健珩副校長、葉俊華老師、黎志源老師 [禮堂：李宛澄老師] 

[初中禮堂、中四課室直播]  年青有為計劃宣傳  陳諾瑤老師  班主任時間(10 mins) 班主任時間(10 mins) 

10:25-11:00 [禮堂]  

英文閱讀 

潘鳳玲老師  

教學發展組(學習計劃介紹) 

黃佩雯老師  

[G02] 

學生學習概覽 

譚文燕副校長  

班主任時間 (SLP) 

(15 mins） 

班主任時間 

[歡樂班相(5ABCD)] 

社工時間 (6C、6D) 

班主任時間(6A、6B) 

11:00-11:15 小息 

11:15-11:50 社工時間 (1A、1B) 

班主任時間(1C、1D) 

班主任時間 班主任時間 班主任時間 班主任時間 班主任時間 

11:50-11:55 小息 11:50-11:55 

班務  放學 

小息 11:50-11:55 

班務  放學 

11:50-11:55 

班務  放學 

11:55-12:30 [禮堂] 

學習效能提升組 

(資優教育簡介) 

陳凱德老師 

課外活動介紹 

溫碧雯老師 

  [G02] 

高中藝術學習 

韓芷瑩老師 

 

正面心態迎高中 

廖志剛老師 

  

12:30-1:05    

班主任時間(15 mins) 班主任時間(15 mins) 班主任時間(15 mins) 

1:05-1:10 班務  放學 班務  放學 班務  放學 

 



同學儲物櫃使用守則  
 

1.  物品存放  

(a)  儲物櫃應存放較重和不常用的書簿；清潔的運動鞋和衣服亦可短暫存放。  

(b)  習作簿或常用課本不應留在儲物櫃，以免返家後無從溫習或完成功課。  

(c)  切勿放置錢包、計數機等貴重物品或任何無關學習的物品。  

(d)  同學須妥善保管儲物櫃內的物品；如有遺失，校方不負任何責任。  

(e)  校方有權檢查儲物櫃內的物品；檢查時同學務必合作。  

(f)  同學須於長假期 (即聖誕假期、農曆年假及復活節假 )以及考試前兩天拿走儲物

櫃一切課本筆記和其他物品，以便溫習。同學如三次未能於限期前清理，使用

資格將被取消。  

2.  整潔及安全  

(a)  學生應先檢查儲物櫃，如有弄污或破壞，須向班主任申報。  

(b)  儲物櫃內外須保持美觀與清潔，不得損毀或弄污，亦不得張貼海報、貼紙或任

何物品；如有弄污或破壞，須照價賠償。  

(c)  同學應自備鎖頭 (建議使用密碼鎖，鎖頭的尺寸見附圖 )，並將儲物櫃上鎖，以避

免失竊。  

3.  忘記攜帶儲物櫃鑰匙  

(a)  校方不會為同學存放後備鑰匙。同學如因忘記攜帶鑰匙返校，以致未能拿取儲

物櫃內書籍或功課上課，校方將按一般功課欠交或書本欠帶處理。  

(b)  同學如欲剪除鎖頭，須於校務處登記，一般情況下工友會於當天下午 5 時後才

剪鎖。每位同學每學年只可要求校方剪鎖三次；第三次之後，儲物櫃使用資格

將被取消。  

4.  同學不應在上堂期間到儲物櫃拿取書籍或其他物品。  

5.  同學只能使用校方分派的儲物櫃 (一般按學號分派 )，不得使用任何其他儲物櫃，

也不得轉讓或暫借自己的儲物櫃給其他同學。  

 

鎖頭「上鎖」時，建議最大尺寸。 鎖頭「解鎖」時，建議最大尺寸。 

 

 

 

 

 

 

 

 

 

 

5.1厘米 

3.1厘米 

3.1厘米 

5.9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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