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新學年家長及學生備忘錄(2018-2019)
（此乃重要資料，請妥善保存或張貼在家中當眼處。）
(１) 上課時間安排
日 期

事項

午膳時間

開學禮及
辦理開學事宜
(F.6:模擬放榜)

F.1 – F.5
上午11:40 - 下午2:00
F.6
上午11:40 - 下午1:15

4/9/2018
(星期二)
特別時間 (1)
(Day 1) 上午8:10 –下午12:10
至
下午1:20 – 2:50 (7-8節)
12/9/2018
或
(星期三) 下午1:20 – 3:25 (7-9節)
(Day 7)

每學年第一個
循環週以
特別時間(1)
上課
【每節三十五
分鐘上課】

下午12:10 – 1:20
由13/9 Cycle 2 (Day 1)
(祇適用於第一個循環 是日起，午膳後進行
週4/9-12/9及其他指定 英文閱讀時間。
日子)

13/9/2018
平常時間
(星期四) 上午8:10 –下午12:40
(Day 1) 下午1:50 – 3:30 (7-8節)
開始至
或
學期終 下午1:50 – 4:10 (7-9節)

正常時間上課

3/9/2018
(星期一)

上課時間
F.1 – F.5
上午8:10 – 下午3:30
(已於放假前知會

貴家長)

F.6
上午8:10 – 下午5:45

下午12:40 – 1:50
(適用於正常上課日)

注意事項
攜帶空書包、膠水、紙
筆文具、半身照片(1.5 x
2吋) 2張請帶備身分證
(或影印本)辦理各項證件
手續
4/9 Cycle 1 ( Day 1)正式
授課，並舉行週會。

【逢Day 1、5，中一至
中三級於第九堂後
放學。】
【逢Day 1、3、5、7
中四至中五級於第九堂
後放學。】
【逢Day 5，中六級於
第九堂後放學。】

※

照片背面以鉛筆（避免顏色原子筆字跡弄污其他相片）寫上中文姓名、班別及學號；學生穿著
整潔夏季校服及學校要求的儀容。同學應備有若干相片以備日後申請其他活動時使用，例如：
音樂朗誦、體育科參加校外比賽等。
備註：除平常上課時間外，校方會因應各種不同情況更改上課時間，請參閱手冊底頁不同上課時間。
特別時間表(1-3)：配合各種不同情況，詳細資料請參閱第(６)項全年之特別時間上課日安
排。

(２) 應繳費用【堂費、特定用途用費及其他費用（詳情容後公布）】
(３) 「書簿、車船、上網費津貼」學生資助(全部劃一表格申請)
(A) 學生資助：學校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上網費津貼。(全部劃一表格申請)
如2017/18沒有領取學校書簿津貼或學生車船津貼的同學，可向班主任登記索取申請表
格，該表格將於９月５日派給有關同學。
如同學領有資助辦事處批出之「資格証明書 Eligibility Certificate」，必須於9月5日交回
班主任辦理。
(B) 「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申請表格：祇供中一同學索取(首次申請)。
(C) 梁銶琚博士助學金：中一至中六（家境有需要的同學可申請）。
(D) 學生健康服務
：中一至中六（費用全免）。

(４) 購買校徽
購買夏季校徽（每枚HK$6.8）及毛衣外套鐵校章(每枚HK$10)【添記校服供應商所售毛衣外套已綉
校名，不須購買鐵校章。】，由班主任安排班長統計數量及收取款項後，於9月4日（星期二）
第一個小息及第二個小息到校務處向黃小姐即時購買，再由班長派發。

(５) 請家長協助子女完成以下事項
中一級
填妥以下文件並於9月4日(星期二)將(A)及(B)項目交回班主任轉校務處存檔 :
(A)學生資料表（綠色－教育局SAMS系統指定表格）
(B)「家長／監護人簽名式樣」表格
(C)參加體育同意書(No.003)
(D)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通告(No.007)
(E)學生手冊內之「學生資料」欄，並請在家長簽署欄上簽名。
中二級至中六級
填妥學生手冊內之「學生資料」欄，並請在家長簽署欄上簽名。
(A)填妥家庭狀況(中二至中六重新填寫)
(B)參加體育同意書(No.003)
(C)第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通告(No.007)

(６) 本年度(2018-2019)特別時間上課日安排（如有任何變動，將會另行公布。）
【注意：本學年F.1-F.3同學逢Day 1（週會或生活教育課）及 Day 5於第九堂後放學。】
特別時間表(1)
20/9/2018
5/10/2018
12/10/2018
17&18/12/2018
26/4/2019
每節35分
午膳時間
放學後活動

12:10 - 1:20
F.1-6
學生會選舉
諮詢會

特別時間表(2)每節30分

孔聖誕
(聯校活動)

8/5/2019

教師諮議會(1)

F.2-6
班演排練及
班活動

特別時間表(3)每節35分

教師諮議會(2)

12/11/2018

4/3/2019

午膳時間

12:50 - 2:00
午膳時間
12:40 – 1:50
戲劇比賽及
下午活動
第一節課
班演排練籌備
閱讀週
英語活動
備註：(1)＊ 4/9/2018 (Day 1) 至 12/9/2018 (Day 7) 採用特別時間表(１)上課（請參閱手冊）；
(2) 13/9/2018 (Day 1) 開始採用正常時間表上課。
中一級圖書課節 (第九堂)循環週次上課時間表

1A

1B

12/09/2018 (循環週１)
01/11/2018 (循環週５)
17/12/2018 (循環週９)
28/02/2019 (循環週13)
29/04/2019 (循環週17)
循環週１(第九堂)

1C

1D

21/09/2018 (循環週２)
04/10/2018 (循環週３)
15/10/2018 (循環週４)
15/11/2018 (循環週６)
26/11/2018 (循環週７)
06/12/2018 (循環週８)
18/01/2019 (循環週10)
29/01/2019 (循環週11)
19/02/2019 (循環週12)
11/03/2019 (循環週14)
21/03/2019 (循環週15)
01/04/2019 (循環週16)
09/05/2019 (循環週18)
21/05/2019 (循環週19)
30/05/2019 (循環週20)
放學時間：3:25 ； 循環週２至20 (第九堂) 放學時間：4:10。
。

(７) 特別活動：21/12/2018 中一至中六級同學出席班演比賽【屯門大會堂(9:00a.m.-1:00p.m.)】
有關以上事項，敬希
此致
貴

家

貴家長察照為荷！

編號：
００１
００１

長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謹啟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日
備註：除保存已派發之新學年家長及學生備忘錄(2018-2019)外，亦請家長查閱後於9月11日(星期二)或
之前在內聯網簽署回條，以茲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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