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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開學通告】 

敬啟者： 

 

新學期開始，學校冀盼與家長繼續攜手合作，使學生在德、智、體、群、美、靈六育上得以良

好發展。請 貴家長留意以下事項，簽署回條，並囑咐 貴子女於 9月 7日或之前將回條交給班主

任。 

 

 事項 內容 備註 

1.  
學生健康狀況

調查表 

體育課爲必修科目，如 貴子女欲申請暫時或長期豁免上體育課，

必須呈示註冊醫生證明書，並請家長填寫學生健康狀況調查書。由

於資料屬個人私隱，校方將妥善保存。 

001/2018 

2. 合法監護人 
學校須清楚了解家長行使監管權的情況，請 貴家長選定其子女的

監護人，有權簽署一切學校文件、通告及與學校聯絡。 
002/2018 

3.  活動津貼 
學生可申請以下活動津貼，包括校友丘華有先生基金、家長教師會

撥備及全方位學習基金（見附頁一）。 
003/2018  

4. 簽署確認書 請在貼紙上簽署 台端慣用之簽名方式，以便校方鑑認函件之用。 004/2018 

5. 
攜帶手提電話

守則 

校方回應家長訴求，讓學生攜帶手提電話回校，但學生須遵守學校

的規定（見附頁二），亦請家長填妥回條及敦促 貴子女謹守校規。 
005/2018 

6. 防盜攝錄系統 基於保安理由，學校已於公眾地方安裝防盜鏡頭及攝錄系統。 006/2018 

7. 
中一至中三級

家課網上紀錄 

學校將中一至中三級每班的每日家課上載本校網頁 

（http://www.keichi.edu.hk/家長資訊/家課紀錄）。 
006/2018 

8. 繳交費用 學生須於 9 月 26日用八達通咭繳交費用（見附頁二） 006/2018 

9. 
優化校園設施

費 

本校由 2018/19 學年起收取「優化校園設施費」，以取代以往徵收的

「冷氣費」作優化校園環境及改善學校設施，如更換全校學生椅子，

添置冷暖飲水器、滅蚊機及影音設備等，營造更優質的學習環境。 

007/2018 

10. 

有關校方收集

學生的個人資

料 

基於私隱理由，有關學生的個人資料，校方將妥善保存，並保障不

會未經授權或意外地被查閱、處理、刪除、喪失或使用。另學生的

活動相片及影片，只會直接用作與學校相關的活動，例如學校網頁

或印刷刊物之用。 

008/2018 

11. 
區會教育主日

（中一級） 

學校安排中一級學生參與中華基督教會傳恩堂舉辦的中華基督教會

香港區會「教育主日」。活動於 2018年 9月 16日（星期日）上午

10:00至中午 12:00 在本校副堂舉行，聚會後敬備茶點招待，歡迎家

長陪同  貴子女出席。 

009/2018 
(中一級家長適用) 

12. 
創會百周年事

工活動籌款 

為推動創會百周年事工活動，教會需要籌募龐大經費，以應付一系

列事工活動。懇請  貴家長慷慨解囊，鼎力捐款，作為對本會為香

港作傳道服務貢獻社會的支持，是所至盼。 

010/2018 

13. 

台灣升學講座

及中六升學及

出路家長聯招

晚會 

9月 21日下午 4:00至 5:00，舉行台灣升學講座。 

9月 28日晚上 7:15至 8:30（晚上 7:15至 7:30報到）舉行中六升學

及出路家長聯招晚會，內容為聯招計劃詳情及其他升學途徑，地點

為禮堂，如有查詢，可致電 2342-2954 與何玉華老師聯絡。 

011/2018及

012/2018 
(中六級家長適用) 

 

此致 

貴家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日                                          李淦章博士  謹啟 

http://www.keichi.edu.hk/家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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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一 

2018/2019年度 

學生津助〈校外款項〉指引 

 

 
全方位學習基金 

家長教師會捐款 丘華有校友學習基金 

緊急援助金 緊急援助金 

資助範圍  學校舉辦的活動 

 學校認可的活動 

包括港內及境外，如課外活動、考察、

參觀、郊遊、宿營、社區服務、體藝活

動、專題研習、領袖訓練等。 

為因家庭突發事故而引致財困的學生家

庭，提供迅速的短期援助。 

受助學生 中一至中六級，並 

 現正接受社會福利署「綜合援助」。（請

附上「醫療豁免証明書」影印本一份） 

 現正領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 

 現正領取學生資助計劃半額津貼。 

 其他（不屬以上類別，但經濟有困難） 

因突發事故，家庭出現經濟困難的學生。 

資助金額上

限 

學校盡量以公平和公正原則決定學生的資

助金額，金額不設上限，故學生所獲金額

會有差異。 

提供一筆過的撥款，每次成功申請將獲

發援助金約港幣一千元至二千元不等。 

申請方法及

退款手續 

 學生於參加活動前須提交活動相關資

料，以申請此津貼。 

 負責老師在收到申請後，須待校方核實

及審批。 

 學生須先自行繳付活動費用，並於活動

完結後 10個工作天內把收據及活動通

告交校務處。 

 校方用學生手冊通知家長退款事宜，經

核實後以現金方式退款。 

 如果學生於 10 個工作天內不取回退

款，則不再獲批往後的申請。 

學生家長可自行申請，亦可經老師推薦

申請，校方負責處理評審工作，一經批

核，款項會以支票方式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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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二 

用八達通咭繳費的項目 

級別 繳費日期 
堂費 

($) 

家教會會費

($) 

學生會會費

($) 

學生証 

($) 

簿費 

($) 

報章 

($) 

作業 

($) 

合共 

($) 

中一 26/9/2018 0 40 5 11 86.9 34 
485.8 

註 
662.7 

中二 26/9/2018 0 40 5 11 77.4 34 
113.7 

註 
281.1 

中三 26/9/2018 0 40 5 11 72.6 34 
208 

註 
370.6 

中四 26/9/2018 
160 

（半年） 
40 5 11 71.5 81 

27 

註 
395.5 

中五 26/9/2018 
160 

（半年） 
40 5 11 71.5 81 0 368.5 

中六 26/9/2018 
160 

（半年） 
40 5 11 57.5 42 

75.6 

註 
391.1 

 
註： 
中一至中三作業《閱讀能力步步升》（第三版）75元 

中一《初中科技與生活》(校本版) 190 元 

中一《探索生活與社會-4》(校本版) 140 元 

中一《一級樂理練習》40.8元 

中一《高音直笛》40元 

中二《新世紀生活與社會核心單元 13 香港經濟：香港的經濟表現基礎部分》（第二版）38.7 元 

中三 通識教育生活素質（經濟轉型）》第二版 (附工作紙) 133 元 

中四《生涯地圖》（香港輔導教師協會）27元 

中六《信我拆題 2》75.6 元 
 

 

各級簿費 

 級別 

類別 
單價($) S.1 S.2 S.3 S.4 S.5 S.6 

學生手冊連膠套 13.50 1本 1本 1本 1本 1本 1本 

A4 size 咭面單行簿 2.10 6本 6 本 6 本 7 本 7 本 5 本 

單行簿 1.10 15本 15本 15本 15本 15本 15本 

文格紙（10張一份） 1.00 3份 3份 3份 3份 3份 3份 

單行紙（10張一份） 1.00 5份 5份 5份 4份 4份 4份 

膠文件夾（L Shape） 1.50 4個 4個 3個 1個 1個 0個 

膠文件夾（開雙頁式） 2.50 6個 6個 7個 5個 5個 4個 

檔案夾 9.50 1個 0個 0個 0個 0個 0個 

功課袋 5.80 1個 1個 0個 1個 1個 0個 

金額  $86.9 $77.4 $72.6 $71.5 $71.5 $57.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攜帶手提電話守則 
 

學生攜帶手提電話回校，須遵守下列三項規定： 

1. 在校園內學生必須關掉手提電話。 

2. 上學期間，包括午膳時段，學生須把手提電話存放於儲物櫃內，並遵從使用手提電話守則，包

括嚴禁在校內使用手提電話；若有遺失，校方並不負責賠償。 

3. 學生若違反攜帶手提電話回校守則，校方將代其保管手提電話，並預約家長領回電話。 

 

違反使用手提電話守則者，須接受校方處分。重犯者，處分將會加重。上述政策，為了維持

學校樸素風氣及確保學習氣氛不受干擾，惟盼家長與學校的政策配合，悉力管教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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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頁三 

 

天寶校服公司  
TIN PO SCHOOL UNIFORMS COMPANY 
將軍澳明德邨商場 1樓 105號舖  (坑口地鐡站 B1出口-將軍澳醫院對面) 電話: 2271 - 0198   傳真: 2271- 0199 

 

敬啟者 : 

 

    因應消費者委員會於{選擇月刊}就本地校服供應商之報導，敝公司已

於 7月 16日已經向校方聲明有關校服樣辦「HANG YEUNG」品牌西褲均

符合國家最高之安全標準，沒有高於每千克 75毫克之規定，附有消費者

委員會的品質合格証明書，並已存放在校內供各家長參考。 

 

    另外  貴校之所有校服並沒有來自「HANG YEUNG」品牌的貨品，

而敝公司亦已向校方提供多個用作製造  貴校校服的布料合格檢測報告 

(於本年 7月 6日及 7月 9日簽發)；報告顯示所用布料未檢出甲醛含量。

然而，各家長請安心購買。如有咨詢，家長可於營業時間致電門市部直接

詢問。 

 

    此致 

貴家長 

                        

天寶校服公司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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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健康狀況調查表】         家長通告 001/2018 

敬覆者： 

 

本人已敬悉 貴校 2018年 9月 3日來函，有關學生健康狀況調查。 

 

請於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 敝子女適宜上體育課。 

□ 敝子女不適宜上體育課，茲附上醫生證明書。 

□ 請豁免敝子女由 至 上體育課，茲附上醫生證明書。 

□ 只適宜參與經醫生建議的活動，茲附上醫生推薦書。 

 

如學生曾有以下病歷，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號： 

□ 心臟病 □ 腎病 □ 哮喘  □ 糖尿病 □ 藥物敏感    □ 腦癇症 

□ 血友病 □ 食物敏感 □ 貧血  □ 痙攣     □ 精神病患    □ 其他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    別： ________ 學 號： _______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___________ (請以正楷書寫) 

 日  期： 二零一八年 九 月   日 

 

【學生家長監管權確認書】         家長通告 002/2018 

 

本人／我們為學生                班別：     （    ）之家長／合法監護人，有權簽
署一切學校文件、通告及代表家長與學校聯繫，有效期至 2019 年 8月 31日止。若在此期內監管權有

改變，將立即以書面通知學校。在有需要時，學校會優先與填寫在位置(1)之人士聯絡。 

 

監管權人士資料： 

 

(1)  先生／女士          與學生關係：  

 香港身份証號碼：  

 聯絡電話： (住宅)     (手提)          簽名：  

 

(2)  先生／女士          與學生關係：  

 香港身份証號碼：  

 聯絡電話： (住宅)     (手提)          簽名：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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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全方位學習基金】   家長通告 003/2018 

 

敬覆者： 

  

 

    中一至中六級學生，若符合以下資格，可申請「全方位學習基金」： 

    現正接受社會福利署「綜合援助」。（請附上「醫療豁免証明書」影印本一份） 

    現正領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 

    現正領取學生資助計劃半額津貼。 

    其他（不屬以上類別，但經濟有困難）。 

    以上皆不適用。 

 

   本人敬悉有關申請「全方位學習基金」的詳情。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    別： ________ 學 號： _______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___________ (請以正楷書寫) 

 日  期： 二零一八年 九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家長簽署確認書】          家長通告 004/2018 

 

 

學生姓名：           班別：       （  ）    

 

家長／合法監護人簽署 

作訓育組／班主任聯絡及核對之用： 請參考以下簽署樣本： 

 

 

只需簽署於貼紙上 

 

陳大文 

  

陳大文  丁小玲   

  

家長／監護人簽署  一人  二人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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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攜帶手提電話政策】          家長通告 005/2018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及敝子女均知悉學生攜帶手提電話的政策，並督促敝子女遵守有關規定。 

 

   學生姓名﹕                            班別﹕        （    ）  

    學生手提電話﹕                             

 

此覆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___________ (請以正楷書寫) 

 日  期： 二零一八年 九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防盜攝錄系統、中一至中三級家課網上紀錄及繳交費用】 家長通告 006/2018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有關防盜攝錄系統、中一至中三級家課網上紀錄及於 2018年 9 月 26日(星期

三)須以八達通咭繳交費用事宜。 

 

此覆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    別： ________ 學 號： _______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___________ (請以正楷書寫) 

 日  期： 二零一八年 九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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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園設施費】        家長通告 007/2018 

 

敬啟者： 

 

 本校擬於本學年(2018/19 學年)起收取「優化校園設施費」，以取代過往每年收的$367「冷

氣費」，現收費詳見下表。此項收費將更全方位優化校園環境及改善學校設施，如逐年提升

全校教室傢俱($200,000)，添置冷暖飲水器($50,000)、滅蚊機($50,000)、禮堂及教室影音設備

($800,000)等，用以營造更優質的校園學習環境。敬希細閱並填妥回條由  貴子女交回負責老

師，以便遵照辦理。 

 

級別 優化校園設施費($)  級別 優化校園設施費($) 

中一 310  中四 310 

中二 310  中五 310 

中三 310  中六 155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342-2954與何穎文副校長聯絡。 

 

此致 

貴家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李淦章博士 謹啟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日 

  

【優化校園設施費】               家長通告 007/2018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知悉並同意由 2018/19 學年起收取「優化校園設施費」，以取代以往徵收的「冷

氣費」，用作全方位優化校園環境及改善學校設施。 

 

    其他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覆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______________ (請以正楷書寫)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  別： __________ 學 號： ________  

日   期：  二零一八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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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校方收集學生的個人資料】      家長通告 008/2018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敬悉有關校方收集學生的個人資料的用途和目的。 

 

 

此覆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    別： ________ 學 號： _______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___________ (請以正楷書寫) 

 日  期： 二零一八年 九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8/2019年度中一級區會教育主日】  家長通告 009/2018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 □同意／□不同意 敝子女參加中華基督教會傳恩堂於 2018年 9月 16日（星期日）舉

行之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2018年「教育主日」。 

 

此覆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    別： ________ 學 號： _______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___________ (請以正楷書寫) 

 日  期： 二零一八年 九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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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會百周年事工活動籌款】       家長通告 010/2018 
敬啟者： 

 

2018年是中華基督教會創會一百周年。自基督教傳入中國，教會一直以傳道服務關心人的整體

需要，又藉教育進行建立生命的工程。教會所辦的學校，透過基督教教育理念，栽培學生有平等、博

愛、非以役人乃役於人、施比受更有福等價值觀，為社會大眾帶來了轉化人的福音。 

 

際此創會百周年慶典，中華基督教會以「百載合一連社群」為主題，分階段舉行一系列事工活動，

當中包括聯校資訊日、小學幼稚園分區聯校匯演、中學聯校視藝展、分區聯合福音見證/社區服事、社

群分享運動：捐血及捐贈器官及創會百周年感恩崇拜等。 

 

為推動創會百周年事工活動，教會需要籌募龐大經費，以應付達港幣三百九十萬元的有關開支。

特此專函，懇請  貴家長慷慨解囊，鼎力捐款，作為對本會為香港作傳道服務貢獻社會的支持，是所

至盼。藉此並向一直支持本會傳道、教育和服務事工的家長/校友，深表謝意。 

 

（捐款與否，均屬自願。支票抬頭請寫「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或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捐款港幣一百元或以上者，將獲發收據作為扣減稅項之用）。衷心感

謝您們的熱心支持！ 

 

  本校為積極響應區會的籌款，現特函 貴家長及附回條，並呼籲 台端積極回應，敬祈示覆，以

表支持。在此首先向 台端致謝，並望 台端踴躍支持，願上主的愛與您同在。請填妥回條並於 9月

7 日前交回班主任。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342-2954 與何穎文副校長聯絡。  

 

此致 

貴家長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日                                                  李淦章博士 謹啟 

 

【創會百周年事工活動籌款】              家長通告 010/2018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敬悉有關區會籌募工作。 

 

本人 

□ 樂意捐款港幣___________元／支票港幣___________元（__________________銀行，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以支持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創會百周年事工活動，

並請發給收據，作為扣減稅項之用。收據抬頭請寫上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請

用正楷書寫）。 

□ 本人需索取收據(捐款$100 或以上適用)。 

 □ 未能回應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的教育事工經費募捐行動。 

 

此覆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 (請以正楷書寫)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    別：___________ 學 號： ________  

日  期：  二零一八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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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升學講座】             家長通告 011/2018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敝子女參加  貴校於 2018年 9月 21 日(星期五)舉行之「台灣升學講座」活

動事宜。 

 

 

此覆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_______________ (請以正楷書寫)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    別： ___________ 學 號： ________  

日  期： 二零一八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六升學及出路家長聯招晚會】      家長通告 012/2018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敝子女參加  貴校於 2018年 9月 28 日(星期五)舉行之「中六升學及出路家

長聯招晚會」活動事宜。 

 

此覆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校長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_______________ (請以正楷書寫)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    別： ___________ 學 號： ________  

日  期： 二零一八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