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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貞女子中學 
二零二二至二零二三年度 

家 長 通 告 

敬啟者： 

九月開學匯訊 

 

1. 九月份重要活動及假期 

活動： 9 月 1 日及 2 日 (新學年開課，上課時間為上午 7 時 55 分至上午 11 時 45 分) 

 9 月 5 日 (開始使用特別上課時間表上課，時間為上午 8 時正至下午 1 時 25 分) 

 9 月 30 日 (開學禮儀及敬師日) 

假期： 9 月 12 日 (中秋節後第二日) 

 

2. 學生獲獎記錄 

隨函附上「2022-2023 年度 學生獲獎記錄(至九月份)」 

 

3. 上課安排及繳交疫苗接種紀錄證明文件 

3.1 上課安排 

教育局考慮了疫情的最新發展、學校的準備情況，以及衞生專家的意見，全港學校在 2022/23學

年暫時維持半天面授課堂，本校使用特別上課時間表上課，上課時間為上午 8時正至下午 1時 25

分，不設午膳。 

3.2 全日面授課堂 

根據教育局最新指引，若學校能達到以下接種率，會按學校的實際情況，讓有關學校為學生安

排全日面授課堂： 

(i) 所有直接僱用教職員（包括教學及非教學人員）已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求；及 

(ii) 已完成接種兩劑疫苗並超過十四天的學生達到全校可接種疫苗的學生人數的 90%或以上。 

個別級別的學生達到以上條件，教育局亦可允許學校為該級別的學生進行全日面授課堂及其他活

動。 

3.3 完成接種疫苗的學生彈性安排 

教育局容許已完成接種兩劑疫苗並超過十四天學生參與更多課堂以外的非學術活動。如放學後或

上學的另一個半天進行非學術性的課外活動(如音樂、體育活動、校隊訓練)，該等學生亦可在校

內(包括上課及課堂外的活動)進行一些不佩戴口罩的活動(例如吹奏樂器、“接觸式”運動如足球、

籃球等)。 

3.4 定期進行快速抗原測試 

教育局規定學校全體教職員及學生在每天早上及回校前必須完成一次快速抗原測試，並獲得陰性

結果才能回校上班/上課。學生如測試結果為陽性，須於當天早上 8 時前致電通知學校及請假。感

染學生須留在家中，並且須要盡快於 24 小時內透過「2019 冠狀病毒快速抗原測試陽性結果人士

申報系統」(https://www.chp.gov.hk/ratp/)向衞生署申報。 

請家長著學生將每天進行測試之結果拍照，並於上午 8:00 前把照片上存到學校 eClass App 內。學

校會每天早上檢查，以確保學生已完成快速檢測。若學生到校時未能及時完成檢測，在先獲得家

長同意的情況下，學校會協助學生進行檢測。 

如家長需要到校出席活動，為保障在校人士健康，請於當天進入校園前自行完成快速抗原測試。

編號：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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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鼓勵學生接種疫苗 

教育局鼓勵學生應按政府的最新建議盡快接種疫苗，以減低重症及死亡風險。倘若學生已接種第

一劑及第二劑疫苗，亦應盡快接種第三劑疫苗，以獲得更全面和有效的保護。 

3.6 繳交證明文件 

學校需持續更新學生接種疫苗概況，以便更靈活安排課堂及統籌活動，如 貴子女更新疫苗接種

情況，請於 9 月 6 日(星期二)前把疫苗接種紀錄證明文件(針紙)副本交班主任。如未有更新同學則

無需再繳交。 

 

4. 校服儀容 

為培養學生良好品德，學生手冊詳列各項守則。有關服飾儀容部份，請查閱學生手冊第

12-14 頁。如學生穿著不合規格之白襪上學，需即時購買合規格的純白色短筒襪更換，以

培養學生整齊清潔之良好習慣。 

 

5. 申請「2022/23 學年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車船/書簿津貼) 

學生如需申請「2022/23 學年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可向校務處索取表格，並自行把

已填妥之表格及相關文件直接寄回學生資助處。 

如同學收到(黃表)需由校方推薦或資料確認，請盡快交回校務處辦理，如於 9 月 6 日或之

後交回的表格，需由家長親自寄回學資處，校方不會代為繳交。 

 

6. 收取 2022-2023年度費用 

本校使用八達通收費系統收取 2022-2023年度各項費用。請中一新生及插班生於 9月 1日

至 9月 3日期間，帶備一張八達通卡(不需要個人八達通，可使用現有小童八達通)回校登

記。如有任何問題，請致電本校 2729 3211與校務處職員聯絡。 (消費券不能繳交學校費

用) 

隨函附上「收取 2022-2023年度費用通知」。(附件一) 

學生如要延續或申請「學生身份」個人八達通，可自行前往各港鐵站客務中心索取表格。

填妥後交回校務處蓋印。 

由 2020-2021 年度起，學校已參考教育局建議，收取指定用途及罰款費用項目如下： 

 項目 本校收費 教育局核准收費上限 

1 入學考試費 30 元 50 元 

2 補發學生證 每張 10 元 

3 修業成績表第二份副本 每張 10 元 每張 25 元 

4 
嚴重損毀或遺失圖書館書

冊罰款 
書冊的原價另加 20%手續費 

5 弄壊及損壞科學儀器 每項物品 30 元 每項物品 50 元 

6 
弄毀科學儀器以外的其他

學校公物 

30 元(如由個別學生負責) 

100 元(如由全班負責) 

50 元(如由個別學生負責) 

100 元(如由全班負責) 

7 蓄意破壞學校公物 修理/補購該項目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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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手提電話櫃事宜 

學校乃學習場所，學生無需在校內使用手提電話，且手提電話價值不菲，易被盜竊，一旦

遺失，亦會招致財物損失。課堂中電話響鬧更造成滋擾，影響學習。故此，本校嚴禁學生

於校內使用手提電話。學生如需聯絡家人，可使用校務處常設電話。 

為培養學生自律及負責任精神，本校已增設學生個人電話儲物櫃。攜帶手提電話學生需於

上課前將手提電話放入櫃內，使用自備鎖頭鎖好，放學後自行取回，並必須配備後備鎖匙。

有關使用守則及程序，請查看學生手冊第 21-22 頁。  貴子女若違規，初犯者書面警告，

再犯者被記缺點。記缺點後再犯，則誠邀家長蒞校與班主任晤談，了解詳情並領回電話。 

學生需用已編定之電話櫃，如學生未有鎖頭，可往正門接待處向當值工友購買。 

 

8. 電子通告安排 

本校已全面使用 eClass 電子通告，家長需使用預先安裝之 eClass Parent App 流動裝置或

登入 eClass 平台簽署電子通告。為免產生混亂，通告只由一位家長簽署，如需申請紙本

通告，請向校務處呈交申請信並詳述原因。 

舊生及家長可繼續使用舊有帳號。中一新生及插班生戶口資料將由本校資訊及教育科技

組派發。家長可到本校網址查看「eClass App 手機應用程式 家長使用手冊」。家長如遺

失用戶號碼或密碼，請致電 2729 3211 與本校資訊科技組職員聯絡。 

需收取現金或支票之活動，本校仍會發放紙本通告。為使學校通訊快速及全面，通告會同

時上載學校網頁。 

家長及學生應常查閱 APP 及內聯網之訊息，以免錯過有關校方之重要資訊及通告。如有

任何問題，請致電 2729 3211 聯絡本校資訊及教育科技組老師。 

 

9. 使用智能學生證點名事宜 

本校使用智能學生證作出勤點名及本校圖書館借還書籍之用。繳費則採用八達通系統，有

關收費詳情會以通告形式通知家長。 

智能學生證分為初中及高中，中一及中四級有效期為三年，中二及中五級有效期為兩年，

中三及中六級有效期為一年，請同學小心保存。 

由 9 月 1 日起中二至中六級學生可拍卡點名，中一級需由班主任點名，直至派發新智能

卡為止。中四級學生需用舊卡，直至另行通知更換。 

請細閱以下注意事項： 

(一) 學生每天上學及放學，須以智能學生證於拍卡器拍卡。 

(二) 上午 8:00 後拍卡，作遲到論。 

(三) 遲到學生須到校務處登記。 

(四) 學生如未能/未有智能卡拍卡點名，需每天回校時到校務處登記，直至備妥新卡。 

(五) 如拍卡器故障，老師將改於課室點名。 

(六) 學生如早退，須到校務處辦理早退手續，並拍卡離校。 

(七) 智能學生證不得刮花、塗污、摺折及貼上貼紙，以免損毁卡內晶片。 

(八) 拍卡者須為智能學生證持卡人，不得由他人代拍卡。 

(九) 學生如拾獲他人智能學生證，須立即交回校務處。 

(十) 學生如損毁或遺失智能學生證，須到校務處呈交家長信及繳付 10 元補領費用。 



P.4 

(十一) 智能學生證為學生校內電子身份證，學生須小心保存。懇請家長提醒子女每天帶

備，以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和自理能力。 

(十二) 學生如經常沒有拍卡點名，將由訓輔組跟進。 

(十三) 學生如退學，需向本校交還學生證。 

 

10. 學生個人意外保險 

教育局已為所有資助學校投購綜合保險計劃，包括公眾責任、僱員補償及團體人身意外。

有鑑於此類保險並不包括意外受傷後的醫療費用，特別是「跌打醫療費用」，而教育局通

函 138/2017號亦建議：「綜合保險計劃內的團體人身意外保險，不應視作學生的個人全面

保險。如家長希望其子女獲得全面的個人保險保障，可自行向任何保險公司另外投購」。

本校於 2004 年 1 月開始，已為學生集體購買「學生個人意外保險」，為學生提供更全面

的保障。 

投保內容如下： 

學生個人意外保險(Group Student Personal Accident)保障學生因下列情況發生意外而引致

其死亡或身體受傷。「跌打醫療費用」亦在承保範圍內，毋須先經註冊西醫處理。 

保障項目 保障額(港幣) 

1. 死亡 120,000 元 

2. 永久完全殘損 (例如：喪失四肢、失聰、失明等) 120,000 元 

3. 醫療費用 (包括最高港幣 1,000 元之跌打醫療費用) 6,000 元 (每宗意外) 

4. 燒傷 (第二及第三級燒傷之醫療費用) 30,000 元 (全年) 

保障由下列 6種情況引起  

1. 在校內及上課時間 4. 乘搭學校所擁有、安排或租用的汽車途中 

2. 前往學校上課或參加學校舉辦的活動途中 5. 由學校提供或安排的食物或飲品而導致食物中毒 

3. 在香港境內由學校所舉辦的活動 6. 不明氣體(發生在第一及/或第二項情況下) 

※以上「教安心保險計劃」資料由聯誠保險提供。聯誠保險網址：www.unionfaith.com.hk 

每位學生全年(由每年 9 月至翌年 8 月)保費港幣 9 元。本年度的保險費用，已在學生繳付

雜費時一併收取。(申報索償須在意外發生後一星期內提出，並將全部醫療收據正本交到

校務處) 

 

11. 開學禮儀及敬師日活動 

為發揚尊師重道的精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將每年的 9月 10日定為敬師日，教育局更

致函各學校，希望家長和學生多舉辦敬師活動，以表達對老師的謝意。本校定於 2022年

9月 30日舉行開學禮儀及敬師日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項目： 開學禮儀及敬師日活動 

活動日期： 2022年 9月 30日(星期五) 

級    別： 中一至中三級 中四至中六級 

活動時間： 上午 8時 15分至上午 10時 15分 上午 9時 50分至中午 12時 

活動地點： 本校禮堂 

備    註： 所有同學必須穿著整齊夏季校服，按指定時間回校拍卡點名。 

http://www.unionfait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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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學生健康事宜 

12.1 學生健康服務 

由於疫情仍嚴峻，衛生署本年度只能為中一至中三級學生提供健康服務，不論參加

與否，學生必須填寫衛生署之「學生健康服務」參加表格，於 9 月 5 日(星期一)或

以前交回班主任。 

隨函附上衛生署「學生健康服務參加表格及同意書 2022/2023」。 

 

12.2 學生健康調查 

學校須根據環境保護署制訂之「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在指數偏高情況下採用如下

之措施： 

(一) 當「空氣質素健康指數為 7」，代表健康風險級別高，對空氣污染敏感的學生

(即患有心臟病或呼吸系統毛病的學生)，在參與體育活動前應諮詢醫生意見，

在體能活動期間應多作歇息。 

(二) 當「空氣質素健康指數為 8-10」，代表健康風險級別甚高，對空氣污染敏感的

學生(即患有心臟病或呼吸系統毛病的學生)，應減少其體力消耗及戶外活動，

或毋須該生參與在污染區舉行的體育課及陸運會、水運會的運動比賽項目。 

(三) 當「空氣質素健康指數為 10以上」，代表健康風險級別甚嚴重，校方將減少

所有學生的體力消耗及戶外活動，而將會在空氣污染地區進行的活動，例如：

體育課及陸運會、水運會亦會中止，取消或延期舉行。 

(四) 根據教育局之指示，本校須備存有關學生健康問題的紀錄，以供體育教師及籌

辦聯課活動之教師參考，為此請  閣下在自願的情況下，填妥「2022-2023 年

度學生健康調查報告」(附件二) 於 9 月 5 日(星期一)前交班主任，向校方報告 

貴子女之病歷。資料僅供校方使用，在未取得家長同意前，不會向他人透露。 

 

13. 惡劣天氣事宜 

13.1 有關熱帶氣旋、持續大雨、雷暴及暴雨警告須知，請參考學生手冊第 24-26 頁。 

13.2 因突發事件提早放學的處理方法 

上課期間，若天氣突然變壞，教育局基於學生安全，或會建議全港或個別地區的學

校提早放學或停課。本校現制訂下列措施： 

突發事件 學校採取的措施 

(i) 天文台發出八號預警/八號或

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 教育局宣佈各中、小學提早放學。  

⚫ 學校在安全情況下，安排學生提早放學返家。 

⚫ 開放學校禮堂，讓學生等候家長接返。 

(ii) 天文台發出紅色或黑色暴雨

警告信號 

⚫ 學校繼續上課，直至正常放學時間為止。 

⚫ 學校在安全情況下，始讓學生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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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學生活動支援津貼」之申請事宜 

本校一向注重學生的全人發展，故經常舉辦不同之聯課活動。為使家庭有經濟困難學生仍

能藉參與活動而獲益，本校接受學生申請「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學生活動支援

津貼」。 

除現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學生資助辦事處全額津貼」的學生外，其餘有特殊

經濟困難，已獲「學生資助辦事處半額津貼」之家長，每次為子女報名參與學校舉辦的活

動，需申請上述資助時，請到校務處索取申請表，填妥後交回活動負責老師。學校將予以

考慮作出批核。 

    此致 

學生家長 

德貞女子中學校長 

謹啟 

二零二二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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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 2022-2023年度費用通知 
級別 

費用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學治會(全年)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社費(全年)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簿費(見註二) $46.70 $46.70 $46.70 $43.00 $41.20 $34.20 

家長教師會會費(全年)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學生個人意外保險費 

(全年)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科技與生活科(家政)材料費 $50.00 $50.00 $50.00    

2022-2023

年度堂費及

特定用途費

分兩期繳付  

(見註一) 

第一期 

堂費 
$30.00 $30.00 $30.00 $150.00 $150.00 $150.00 

第一期 

特定用途費用 
$120.00 $120.00 $120.00 $5.00 $5.00 $5.00 

合計： $325.70 $325.70 $325.70 $277.00 $275.20 $268.20 

#中一新生及插班生於 9 月 1 日拍照及製作智能學生證，請帶備現金$24 交攝影公司(包括一張智

能學生證及一打相片)，於該日後辦理，則不獲派一打相片。 

 

 

 

註一：2022-2023年度堂費及特定用途費 

分兩期繳付 級別 堂費 特定用途費用 合計 

第一期 

(2022年9月繳交) 

中一至中三 $30.00 $120.00 $150.00 

中四至中六 $150.00 $5.00 $155.00 

第二期 

(2023年1月繳交) 

中一至中三 $30.00 $120.00 $150.00 

中四至中六 $150.00 $5.00 $155.00 

全學年費用： 
中一至中三 $60.00 $240.00 $300.00 

中四至中六 $300.00 $10.00 $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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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每班個人用簿數量及收費 

級別 

項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數量 合計 數量 合計 數量 合計 數量 合計 數量 合計 數量 合計 

中文單行簿 

$1.80/本 
8 $14.40 8 $14.40 8 $14.40 6 $10.80 6 $10.80 5 $9.00 

英文單行簿 

$1.80/本 
5 $9.00 5 $9.00 5 $9.00 4 $7.20 3 $5.40 1 $1.80 

大格簿 

$1.80/本 
2 $3.60 2 $3.60 2 $3.60 1 $1.80 1 $1.80 1 $1.80 

大單行簿 

$1.90/本 
          1 $1.90 

中文原稿紙 

$4.20/30張 
1 $4.20 1 $4.20 1 $4.20 1 $4.20 1 $4.20 1 $4.20 

白色單行紙 

$3.50/25張 
1 $3.50 1 $3.50 1 $3.50 2 $7.00 2 $7.00 1 $3.50 

手冊 

$12.00/本 
1 $12.00 1 $12.00 1 $12.00 1 $12.00 1 $12.00 1 $12.00 

總計： $46.70 $46.70 $46.70 $43.00 $41.20 $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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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年度學生健康調查報告 

 
班級：_________學號(    )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打上「」。 

1.  小女適宜上體育課。 

   小女不適宜上體育課或參加任何其他類型學校體育活動： 

 患有心臟病 

 呼吸系統毛病 

 其他疾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豁免小女由       至       上體育課，茲附上醫生證明書。 

2.  本人証明小女身體健康，可參加陸運會/體育比賽。 

   本人不同意小女參加陸運會/體育比賽。 

3. 如學生曾患有以下疾病，請註明及列出詳情： 

(下表由家長/監護人自行決定是否填寫，請家長謹記簽名。) 

曾經感染 疾病名稱 患病時年齡 疾病資料 

 六磷酸葡萄糖脫氫酵素缺乏症   

 哮喘   

 羊癇   

 高熱引致抽搐   

 腎病   

 心臟病   

 糖尿病   

 聽覺不健全   

 血友病   

 貧血   

 其他血液相關疾病   

 藥物敏感   

 疫苗敏感   

 食物敏感   

 其他敏感(請註明)   

 肺結核   

 愛滋病   

 小手術   

 大手術   

 其他   

4. 其他補充資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家長/監護人簽署 

※以上個人資料，只用作處理學生傷病之用，未經學校授權者，不可向外披露。 

編號：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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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年度 學生獲獎記錄(至九月份) 

 學生姓名 
參與比賽/活動 

獎項 

  

比賽/ 

獲獎日期  班別學號 

1.  3D(01)BIBI IQRA 依古娜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支援

中心主辦非華語學生朗誦比賽 
表現優異獎 20/6/2022 

2.  3C(01)AYESHA ZAHID 艾沙 

3.  
2C(01)AZHAR SHEZA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支援

中心中小學生課後中文輔導班 
學業優異獎 4/7/2022 

4.  5D(08)周曉嵐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中學組-三人舞) 

織．嫁 (黎族)  

甲級獎 1/8/2022 5.  5E(05)黎卓蕎 

6.  6C(03)陳雪愉 

7.  5C(17)吳芷君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中學組-雙人舞) 

簪花之情 (漢族) 

甲級獎 1/8/2022 
8.  6C(20)李雅詩 

9.  

6F(02)陳安生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中學組-獨舞) 

心花鈴響 (新疆) 

甲級獎 1/8/2022 

10.  5D(08)周曉嵐 第 50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中國舞(中學組-三人舞) 

織．嫁 (黎族) 

銀獎 15/8/2022 11.  5E(05)黎卓蕎 

12.  6C(03)陳雪愉 

13.  5C(17)吳芷君 第 50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中國舞(中學組-雙人舞) 

簪花之情 (漢族) 

銅獎 15/8/2022 14.  
6C(20)李雅詩 

15.  

6F(02)陳安生 

第 50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中國舞(中學組-獨舞) 

心花鈴響 (新疆) 

銀獎 16/8/2022 

16.  
6A(24)余鑫彤 

香港潮人深水埗同鄉會 2021-2022 年度徐美琪助

學金 
獎學金 27/8/2022 

17.  
6A(26)鄭珮琪 

香港潮人深水埗同鄉會 2021-2022 年度徐美琪助

學金 
獎學金 27/8/2022 

18.  
6A(04)鄭幸怡 

香港潮人深水埗同鄉會 2021-2022 年度徐美琪助

體育卓越助學金 
獎學金 27/8/2022 

19.  
6B(06)朱籽澄 

香港潮人深水埗同鄉會 2021-2022 年度徐美琪傑

出才藝獎 
獎學金 27/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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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回條 

(回條須於九月五日或以前交回班主任) 

敬覆者： 

    本人知悉 貴校 

九月開學匯訊 

1. 九月份重要活動及假期安排。 

2. 學生獲獎記錄(至九月份) 

3. 上課安排及繳交疫苗接種紀錄證明文件。 

4. 校服儀容安排，並會督促小女遵守有關守則。 

5. 有關「2022/23 學年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車船/書簿津貼)申請安排。 

6. 收取 2022-2023 年度費用安排。 

7. 有關學生攜帶手提電話回校事宜。同時，若校方懷疑小女手提電話有不良資訊，聯絡本人

後，老師可作出檢查；若小女違規，將不再獲批准攜帶手提電話回校。 

8. 有關電子通告安排。 

9. 使用智能學生證點名事宜，並會督促小女每天攜帶智能學生證回校準時拍卡點名。 

10. 有關學生個人意外保險事宜。 

11. 有關開學禮儀及敬師日活動安排，並會督促小女準時回校參加。 

12. 有關學生健康事宜，並會督促小女準時交回衛生署健康服務參加表格及附件二(P.9)。 

13. 因惡劣天氣提早放學的處理方法。若 貴校提早放學，小女 

 需要家長/監護人接返。 

 可自行返家。 

14. 有關「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學生活動支援津貼」之申請事宜。本人現時 

 未獲任何資助。 

 已獲  學生資助辦事處半額津貼。 

 學生資助辦事處全額津貼。 

 香港政府「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檔案編號為：_______________(必須填寫)。 

    此覆 

德貞女子中學校長 

中  級  班  號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二年九月  日 

* 請在適當的空格加上 ✓ 號。 

編號：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