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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三月份中央通告
敬啟者：現有下列六項事情通知 貴家長，敬希垂注。
(一) 2018 年 3 月 2 日(星期五)教師發展日：
本校今年度第 3 次教師發展日將在 2018 年 3 月 2 日（星期五）舉行，當天學生毋
須上課。（可參閱學生手冊內校曆表）
(二) 收取下學期雜費事宜(本年度新生)：
下學期收取雜費如下︰
項目
學習電子檔案平台(註 1)
總數：

費用(本年度新生)
$50.00
$50.00

註 1︰ 每位同學需開設一個獨立檔案，儲存其他學習經歷，以符合新高中學制，唯
本校舊生已於上學年入學時已繳交，故此，本年度入學之同學需繳交此費
用。請著 貴子弟在 2018 年 3 月 7 日(星期三)或之前將上述款項 HK$50.00
(本年度新生)交予班主任。如欲以支票繳交，支票抬頭為「裘錦秋中學(屯門)
法團校董會」。如有任何疑問或困難，可致電 2461 1555 與班主任聯絡。
(三) 學生會諮詢大會事宜：
本校學生會將於 2018 年 3 月 15 日(星期四)舉行「學生會諮詢大會」
，放學時間將會
延遲至下午 4 時 20 分，敬希垂注。
(請轉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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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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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Fax：(852)-2464 6161

有關統一測驗事宜：
本學年第二次統一測驗將於三月下旬開始進行，請 貴家長根據下列測驗時間表
督促 貴子弟努力溫習，以獲取優異成績。
請注意以下事項：
(1) 若學生測驗當天無故曠課，該天測驗科目將作零分計算。如因病或特殊事故
未能回校測驗，須於該天或以前向學校申請，並具備證明文件，如醫生紙、
回鄉證明文件、車票等。如學生合乎以上資格，學校將安排補測。學生於該
科測驗完結後的一天，向連詠文老師以書面形式申請補測，信中內容需列明
補測的科目並交校務處處理。
(2) 學生不得作弊或幫助他人作弊，違者除作弊科目作零分計算外，其餘各科分
數亦以零分處理，並作紀律處分。
(3) 若因天氣或特別事故，學校必須停課，則原定該天測驗科目將另作安排。

中三級統一測驗時間表如下：
8:20-8:45
8:45-9:25
9:25-10:10
10:10-10:50
10:50-11:35
11:3512:35/12:15/12:05

19/3 星期一

20/3 星期二

生物
(40 min)

中文(語文)
(40 min)

21/3 星期三

22/3 星期四

物理
(40 min)

數學
(40 min)

地理
(40 min)

化學
(40 min)

中文(聆聽)
(30 min)

歷史
(40 min)

早會

小息
Eng (GE)
(40 min)

Eng (writing)
(40 min)
小息

中文(寫作)
(60 min)

中史
(40 min)

(五)

有關復活節及清明節假期：
復活節及清明節假期由 2018 年 3 月 28 至 2018 年 4 月 8 日止，2018 年 4 月 9 日(星
期一)照常上課。(詳情可參閱校曆表)。 注意事項︰請家長多留意 貴子弟在假期
所參與之活動是否正常，所結識之朋友是否正派，以免對學生之品行有不良的影
響

(六)

復活節假期補課事宜：
日期
科目、班別及補課地點
28/3(三) 及 29/3(四)
3P 英文 (203 室)

時間
上午 9:00 至
11:00

主責老師
劉桂珍老師

此致
貴家長
裘錦秋中學(屯門) 校長

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啟
陳月平
(請轉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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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通告亦可在本校網頁下載 (http://www.jcctm.edu.hk)

-------------------------------{請著 貴子弟將下列回條於 5.3.2018(星期一)交回班主任}------------------------------敬覆者：本人為
(
) (班別及學號)
(學生姓名)家長，現已知悉 貴校之
下列六項通知：
(一) 2018 年 3 月 2 日(星期五)教師發展日，學生毋須上課事宜；
(二) 收取下學期雜費事宜；
(三) 2018 年 3 月 15 日(星期四)舉行「學生會諮詢大會」
，放學時間將會延遲至下午 4 時 20 分；
(四) 有關統一測驗事宜；
(五) 有關復活節及清明節假期；
(六) 復活節假期補課事宜。
此覆
裘錦秋中學(屯門)陳月校長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日
期： 2018 年 3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