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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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份匯訊 

 

1. 重要活動 

活動：2022年 10月 31日至 11月 2日 (中一至中五統測一) 

2022年 10月 31日至 11月 3日 (中六統測一) 

2022年 11月 4日 (全方位學習日(一)/100周年啟動禮) 

2022年 11月 18日 (捐血日) 

2022年 11月 24日及 25日 (旅行日改為戶外學習活動) 

 

2. 學生獲獎記錄 

隨函附上「2022-2023 年度 學生獲獎記錄(至十月份)」 

 

3. 第 29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及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選舉結果 

本校第 29屆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暨會員大會於 2022年 10月 22日圓滿結束，並於當天

選出各執行委員、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名單如下： 

顧    問： 許燕姍校長 

主    席： 陸秀娟女士 

副 主 席： 陳振南先生 

副 主 席： 陳錦江副校長 

司    庫： 洪嘉儷老師 

文    書： 關家璧老師 

康    樂： 李文詩女士 

聯    絡： 張凱容女士、陳應恬老師 

總    務： 李寶如女士、李文慧老師、劉慧賢老師 

增補委員： 洪詠詩女士、趙春玲女士、王麗飛女士、張玲女士、陳畹鈴女士 

家長校董： 陸秀娟女士 

替代家長校董： 張凱容女士 

新一屆執行委員會將努力為各會員、同學及學校服務，惟執行委員及義工家長的工作均屬

義務性質，是以期盼更多家長能加入本校家長教師會的義工行列，也期望各位家長能積極

參加家教會舉辦的活動。 

此外，本校家長教師會會不斷更新家長教師會網頁，為大家提供家教會最新的消息和活動

內容。閣下可透過網頁與家長教師會溝通，共同商討彼此關注的問題。如有任何查詢，請

與洪嘉儷老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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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更換冬季校服事宜 

鑒於秋冬之際，天氣清涼，由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11 日為「換季緩衝期」，學生可選擇

穿著整齊之全套夏季或冬季校服。11月 14日(星期一)全體學生須正式穿著冬季校服回校。

有關服飾儀容要求，請參閱學生手冊第 13頁。家長可自行前往各校服供應商購買冬季校

服或運動服，各校服供應商校服呎吋價目表請查看通告 051-十月份匯訊。 

 

5. 中一至中六級統測時間 

本年度中一至中五級第一次統測定於 10 月 31 日(星期一)至 11 月 2 日(星期三)舉行；中

六級定於 10月 31日(星期一)至 11月 3日(星期四)舉行。統測期間，學生須穿著整齊校服

回校應考，並須攜帶書包、文具及溫習材料(如書本、作業及工作紙)等作溫習之用。敬請

家長督促 貴子女努力溫習，爭取理想成績。統測規則請參閱學生手冊第 5 頁《統測及考

試規則》。統測時間表及範圍已上載至 E-CLASS 及校網，如有需要請前往查看及下載。 

 

6. 「德貞百周年校慶---啟動禮暨全方位學習日」 

本校將邁進 100周年，為隆重其事，將於 11月 4 日舉辦「德貞百周年校慶---啟動禮暨全

方位學習日」，以「德貞承主愛、信望綻光芒」為主題，進行一系列活動，喜迎 100周年。

相關活動如下：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德貞追夢百里行 

部分學生以小隊形式到郊外麥理浩徑不同段數進行活動。 

麥理浩徑第一段： 

麥理浩徑起點往萬宜水庫東壩 

麥理浩徑第二段：西灣往北潭坳 

麥理浩徑第五段：鷹巢山郊遊徑 

麥理浩徑第六段：城門水塘往德貞 

麥理浩徑第八段：大帽山郊野公園 

主愛綻光芒 

部分學生以小組形

式，分別到校外不同

地點進行全方位學

習活動。 

參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長沙灣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黃克競分校) 

體育歷奇訓練 馬灣挪亞方舟 

自信心訓練日營 馬灣挪亞方舟 

瑜樂同行 美孚饒宗頤文化館 

趣味海洋學堂 黃竹坑海洋公園 

景點樂悠悠 山頂、大館、中環街市 

新東方廚藝環球美食文化體驗 北角新東方廚藝學院 

深水埗區尋根之旅 深水埗區及德貞女子中學舊址 

自然脈絡教育農莊體驗之旅 上水自然脈絡教育農莊 

福傳感恩嘉年華 

部分學生留校參加

社際問答比賽及不

同類型的工作坊。 

寶血會德貞百載知多一點點社際問

答比賽 
學校禮堂 

禪繞畫工作坊 

學校課室 

環保手工藝工作坊 

流體畫工作坊及愛要及時工作坊 

生命教育及心靈教育手工製作 

我的心靈花園手工製作 

德貞心靈果子樹工作坊 

學生參與活動紙本通告 094已於 10月 24日派發，活動詳情請查閱相關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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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四級環保講座 

為讓同學能更了解自己居住地區的環保發展，故安排講座予中四級同學，以加深學生的

環保意識，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項目： 中四級導動堂講座 

活動日期： 11月 7日(星期一) 

講座內容： 居住地區的環保發展 

活動時間： 下午 12時 50分 至 1時 35分 

活動地點： 禮堂 

備    註： 放學時間稍為延遲 

 

8. 中六級升學輔導 

各大專院校開始進行招生，為讓學生更能掌握升學資訊、應試和選科策略，本校為中六

級學生安排以下講座，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項目： 中六級升學輔導 

活動日期： 11月 9日(星期三) 11月 29日(星期二) 

講座內容： 
學友社中六級升學講座 

(E-APP、文憑及職訓課程) 
中六級 OEA撰寫技巧工作坊 

活動地點： 禮堂 各班課室 

活動時間： 下午 12時 50分至 1時 50分 

備    註： 放學時間稍為延遲 

 

9. 中一至中六級全日面授課安排 

根據教育局現時的全日面授課堂要求，本校已完成接種兩劑疫苗並超過十四天的學生人

數達 90%或以上，本校已向教育局提出申請全日面授課堂，全日面授課堂日期由 2022年

11月 15日(星期二)開始直至 2023年 1月 31日(星期二)止。全日課堂安排如下： 

➢  上課時間：上午 8:00 至下午 3:25； 

➢  中一至中三級課後支援(苗圃)：逢星期二及星期四，下午 3:25 至 4:30； 

➢  中四及中五級課後補課/測驗：逢星期二，下午 3:25 至 4:30； 

➢  聯課活動：逢期一、三、五放學後，各聯課活動安排需參考各組之活動通告。 

➢  午膳安排：為免學生在午膳時於食肆及商場流連，易為不良份子引誘或滋擾，誤入歧

途。故本校遵從警方建議，多年來已規定中一至中三級學生留校午膳，詳

情如下： 

 中一至中三級學生由 11月 15日(星期二)起，必須留校午膳； 

 中四至中六級學生可自行選擇留校或外出午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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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已委託「美利飲食有限公司」提供到校午膳服務，學生需填妥訂購

表格及按指示繳交費用，並於 11 月 8 日前把訂購表格連同繳費證明交

回主任。(飯盒每個$20.5) 

 學生可自行攜帶午膳回校； 

 家長亦可送飯予  貴子女； 

 午膳地點：各班課室(中一至中三級)、地下雨天操場(中四至中六)； 

 熱飯安排：為鼓勵學生帶飯，學校為學生提供免費熱飯服務。享用是項

服務學生必須符合以下三項要求： 

(一)、為確保取飯盒時安全，不鏽鋼飯盒不可高於 7CM。 

(二)、飯盒上必須貼上學生姓名、班別及班號。 

(三)、飯盒必須於早上 7時 55分前放於小食部指定地點，逾時將不能

享用熱飯服務。 

 

10. 中一至中五級秋季旅行及中六級畢業旅行改為戶外學習活動 

本校每年秋季均舉辦學校旅行，讓同學調劑身心，增進友誼，並培養群體合作的精神。今

年因為疫情關係秋季旅行改為戶外學習活動，由於部分活動場地仍要確認，故活動詳情稍

後通知。 

 

此致 

學生家長 

德貞女子中學校長 

謹啟 

 

 

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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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年度 學生獲獎記錄(至十月份) 

 學生姓名 
參與比賽/活動 獎項 

比賽/ 

獲獎日期 
負責老師 

班別學號 

1 6A(07)何芊悅 

普通話電台經典名句廣播劇比賽 亞軍 29/9/2022 黃翠紅老師 
2 6A(26)鄭珮琪 

3 6B(16)李曉彤 

4 5A(21)王晞瞳 

5 張清嵐(舊生) 

Higher Diploma Programme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chool of Continuing and 

Professional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CUSCS) 

Dean's List 17/10/2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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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回條 

(回條須於十一月十八日或以前交回班主任) 

 

敬覆者： 

    本人知悉 貴校 

十一月份匯訊 

 

1. 十一月份重要活動。 

2. 學生獲獎記錄(至十月份)。 

3. 第 29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及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選舉結果事宜。 

4. 更換冬季校服事宜。 

5. 中一至中六級統測時間安排，定當督促小女準時回校應試及努力溫習，以爭取理想成績。 

6. 「德貞百周年校慶---啟動禮暨全方位學習日」安排。 

7. 中四級環保講座安排。 

8. 中六級升學輔導安排。 

9. 中一至中六級全日面授課安排。 

10. 中一至中五級秋季旅行及中六級畢業旅行改為戶外學習活動。 

 

  此覆 

德貞女子中學校長 

    中  級  班  號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二年   月   日 

編號：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