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仁濟慈善行、第十九屆陸運會、中一級講座、
中六級仁濟文憑試講座、中六級英文科及數學科模擬文憑試評估練習

2015-08

敬啟者：
以下事項，希為垂注﹕
(一)

仁濟慈善行
本校主辦機構仁濟醫院因應社會需求，提供醫療、教育及社會服務，兹為各服務基金籌募
經費，定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日) 在荃灣城門谷運動場舉行「仁濟慈善行」活
動。該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在荃灣城門谷運動場舉行起步典禮，屆時本校教職員亦將組隊步
行。素仰 台端熱心公益，為善不甘後人。請著 貴子弟將善款 (現金、支票或銀行入數紙)
於十一月三十日前 (星期一) 交回班主任辦理。
「仁濟慈善行」為學校「其他學習經歷」活動，中四級全體同學均須出席，學校將會另函
通知。如其他級別學生參加「仁濟慈善行」
，歡迎偕家人同往，並填妥回條，並由班主任再
行派發贊助表格給步行人士募捐。交通方面，本校將盡量安排旅遊車由學校送參加步行之
學生和家長往荃灣城門谷運動場 (回程請自行安排)，十二月二十日當天，準時上午七時四
十分由本校出發，逾時不候，希為見諒。為統計參加人數，請填妥回條，著 貴子弟於十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交班主任辦理。
事屬善舉，敬祈鼎力支持，無任感荷。

(二)

第十九屆陸運會
本校將於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一) 及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二) 假西貢鄧肇堅運動場舉行第十
九屆陸運會。
甲、 出席陸動會
陸動會兩天為學校上課天，全校中一至中六學生均須出席；學生如因病缺席須於當天
八時前由家長致電學校告假，學生則在復課日將告假信及醫生紙交班主任辦理。學生
不得無故缺席，否則當無故曠課論。
乙、 參加陸運會比賽須注意事項
學生參加陸運會各項競賽，純屬自願性質，惟應衡量本身體能與技術能否應付參賽項
目，並須先得家長同意，始准參加比賽。 貴子弟現已報名參與部份項目，請囑咐 貴
子弟遵守所有安全措施，茲附上有關「陸運會安全須知」資料以備參考，務請細閱附
件一甲項，並請簽署回條。
丙、 陸運會時間及交通安排
學生須於上述兩天上午八時零五分前到達西貢鄧肇堅運動場，為照顧低年級學生，本
校安排旅遊車接送學生，惟因旅遊車座位有限，只能安排中一級乘坐。其他學生可自
行乘搭公共交通工具，茲附上運動場位置圖及公共交通工具資料 (附件一乙項) 以供
參考。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陸運會完結時間約為下午一時正(故當天除中一級外，不
設午膳安排)，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二)完結時間約為四時三十分，不乘搭旅遊車的學生
將於會場解散。中一級學生須於陸運會兩天上午七時十五分返抵學校，乘坐旅遊車前
往運動場，於第一天(十二月十四日)活動完畢後乘搭旅遊車返抵學校午膳，午膳後會
安排啦啦隊訓練，至下午五時完結解散，兩天車費合共二十元。
丁、 午膳 (十二月十五日)
除獲得批准於十二月份外出午膳的學生外，其他學生午膳將於運動場內進行，學生可
自備午膳和食水，亦可通過學校代訂午餐，每個餐盒十八元(不包括飲品)、二十二元(包
括飲品)，詳情請見附件一丙項。因學生人數眾多，場館未能提供餐盒給沒有預訂午餐
的學生現場購買，如家長選擇不預訂午餐，務請提醒學生自備午膳和食水。
戊、 服裝
學生須穿著全套冬季運動服出席陸運會。
己、 陸運會翌日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三)為陸運會翌日假期。

(三)

中一級講座
日期
時間
主題
地點
放學時間

(四)

中六級仁濟文憑試講座
為進一步提升學生準備應考文憑試的答題技巧，仁濟醫院教育部特別安排以下講座，邀請
專家及資深老師為學生講解考試須注意的地方及評核要求，詳情如下。
中六級仁濟文憑試講座
日期
12 月 5 日 (星期六)
12 月 12 日 (星期六)
集合時間
上午八時正
上午八時正
集合地點
本校
本校
講座地點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禮堂(九龍灣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禮堂(九龍灣
啟禮道 10 號)
啟禮道 10 號)
解散時間
下午十二時三十分
下午十二時三十分
解散地點
主 題
講者

負責老師

(五)

健康講座
訓育講座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四)
下午四時正
下午四時正
健康人生
「勇者無敵」
本校 422 室
本校 422 室
下午四時四十五分
下午五時正
所有中一級學生均須出席
講座結束後，第二節功課輔導班(5-6 時)照常舉行，有關學生仍需出席

本校
本校
仁濟醫院新高中課程學生講座(英文 仁濟醫院新高中課程學生講座(中文
科及數學科)
科及通識科)
英文科講者：遵理學校英文科導師
中文科講者：資深中文科教師唯風老
Miss Alicia Chan
師
數學科講者：香港浸會大學教育系高 通識科講者：風采中學通識科主任林
級講師洪進華先生
佩儀老師
英文科及數學科中六級科任老師
中文科及通識科中六級科任老師
所有中六級學生均須出席

中六級英文科及數學科模擬文憑試評估練習
本校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及通識科參加了模擬文憑試評估練習，讓同學更清楚了解在
該科的表現，安排如下，請督促 貴子弟溫習。
日期
科目
評估練習班別 時間
地點
2015 年 12 月 3 日 英文(卷二) F.6A, F.6D
下午四時至六時正
有關班別課室
(星期四)
2015 年 12 月 7 日 英文(卷二) F.6B, F.6C
下午四時至六時正
有關班別課室
(星期一)
2015 年 12 月 11 英文(卷一) F.6A, F.6D
下午四時至五時三十分 有關班別課室
日(星期五)
2015 年 12 月 18 英文(卷一) F.6B, F.6C
下午四時至五時三十分 有關班別課室
日(星期五)
2016 年 1 月 11 日 數學(卷一
中六全級
上午八時十五分至
禮堂
(星期一)
及卷二)
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中文科的評估練習將於 12 月 2 日及 12 月 10 日課堂時間上進行，通識科的評估練習則於 12
月 9 日及 12 月 10 日課後進行，將以通告另行通知有關學生通識科評估練習的詳細安排。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02 9033 陳志偉副校長。
此致
各位家長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校長

曾國勇 謹啟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2015-08
【回
條】
敬覆者：
頃接 貴校十一月二十三日來函，有關仁濟慈善行、第十九屆陸運會、中一級講座、中六級仁
濟文憑試講座、中六級英文科及數學科模擬文憑試評估練習通告，業已知悉。
(一)

(二)

本人及家人__________名決定參加仁濟慈善行，並準時十二月二十日上午七時四十分到校乘車
出發 (回程自行安排)。
本人及家人__________名決定參加仁濟慈善行，並準時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到荃灣城
門谷運動場集合 (回程自行安排)。
本人 *同意 / 不同意 敝子弟參加

貴校第十九屆陸運會比賽，項目為：

#F 本人認為敝子弟的健康正常，有能力參加上述各項比賽。
F 由於敝子弟患有下列疾病，請豁免其參加是項比賽。(請附上醫生証明)

(三)

本人會為敝子弟於十二月十五日陸運會當天：
#F 自備午膳
#F

訂購十二月十五日午餐餐款_______________，費用十八元正 (不包括飲品)。
訂購十二月十五日午餐餐款_______________，費用二十二元正 (包括飲品)。

【只適用於中一級班別】
#F 全額
敝子弟已獲
書簿津貼，現向貴校申請陸運會全免車費
#F 半額
#F 綜援

現向貴校申請陸運會全免車費

F 本人現付上二十元正，作敝子弟(中一年級)陸運會之車費。

此覆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校長
中____級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_(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五年

月

班主任處理回條：
1 收齊後核對家長簽名
2 交回條日起三個工作天內交校務處

日
交回條日期：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