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 錦 秋 中 學 (屯 門)
Ju Ching Chu Secondary School (Tuen Mun)
地址：中國香港屯門楊青路 28 號
網址 Web site：http://www.jcctm.edu.hk

電話 Tel.：(852)-2461 1555

Address: 28 Yeung Tsing Road, Tuen Mun, Hong Kong, China.
電郵 E-mail：mail@jcctm.edu.hk

傳真 Fax：(852)-2464 6161

中一及中二級十月份中央通告
敬啟者：現有下列七項事情通知 貴家長，敬希垂注。
(一)

有關國慶日翌日假期事宜：
2017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一)為國慶日翌日假期，學生毋須回校上課，詳請可參閱校
曆表。

(二)

有關校巴路線重組事宜：
本 校 將 於 2017 年 10 月 3 日 (星 期 二 )開 始 ， 重 組 校 巴 路 線 ， 請 留 意 各
站 上 車 的 時 間，學 生 必 須 提 早 在 車 站 等 候 上 車，逾 時 不 候，詳 列 如 下 ，
敬希垂注！
元朗、天水圍、屯門線：
大馬路(BOSSINI 商店門口) (7:10) > 元朗商會小學巴士站 (7:10) >
天逸邨巴士站(天澤商場對面) (7:25) > 天富苑巴士站 (7:27) >
天頌苑巴士站 (7:30) > 天瑞邨巴士站(中央公園門口) (7:32) >
天耀邨巴士站(耀昌樓，元朗裘錦秋對面) (7:35) > 洪福邨洪盛樓馬路邊 (7:45) >
富泰邨迴旋處 (7:55) > 到校 (8:10)

(三)

有關中秋節翌日假期事宜：
2017 年 10 月 5 日(星期四)為中秋節翌日假期，學生毋須回校上課，詳請可參閱校
曆表。

(四)

有關統一測驗事宜：
本學年第一次統一測驗將於十月上旬開始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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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因特殊事故未能
回校測驗，須於該天或以前向學校申請補測；如因病未能回校測驗，須於該
科測驗完結後一天向學校申請補測，申請補測須有家長信及具備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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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信以書面形式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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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學生必須用 HB 筆芯鉛筆填寫電腦批改的選擇答題紙，否則該卷會被扣分。
(請轉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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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測驗時間表如下：
10/10 星期二
8:20-8:45
8:45-9:25
9:25-9:55
9:55-10:35
10:35-10:55
10:5511:55/11:35/11:25
11:55/11:35/11:25
(五)

11/10 星期三
早會
中史(40 min)
小息
Eng (list)(40 min)
小息

數學(40 min)
中文(語文)(40 min)
中文(寫作)(60 min)

F.1-F.2 通識(40 min)

12/10 星期四
Eng (GE)(40 min)
F.1-F.2 科學(40 min)
中文(聆聽)(30 min)

F.1-F.2 放學

訂購冬季校服事宜：
校服承造商維多利校服公司將於 13/10/2017(星期五)到本校為各學生縫製冬季校服，
價格如下：

男 女 生

男 生

女 生

男 女 生

男 女 生

白色風壓領恤

灰絨長西褲

灰絨校裙

寶藍新款棉校褸
(配活動長袖抓毛內胆)

冬季運動套裝(灰黑色)

12"
12.5"
13"
13.5"
14"
14.5"
15”
15.5”
16”

$44
$46
$48
$51
$54
$57
$62
$67
$72

備註： 1.
2.
3.
4.
5.
6.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92
$95
$98
$101
$104
$108
$112
$116

32"
34"
36"
38"
40"

$94
$99
$104
$109
$114

XS
S
M
L
XL

$245
$255
$265
$275
$285

32"/XS
34"/S
36"/M
38"/L
40"/XL

外套

長褲

$95
$99
$103
$107
$112

$93
$97
$101
$105
$110

如各家長有意讓子女於當天訂製冬季校服，請學生帶備現金 100 元作訂金；
學校陸運會當日學生必須穿著整齊冬季運動套裝，如有需要請訂購；
中一至中四男生恤衫連校徽加 4 元(維多利校服公司價)。
歡迎使用劃線支票，抬頭請寫上："維多利校服公司"，支票背面請寫上學生姓名
及班別。
裁碼價錢，按最接近尺碼價錢約 15%之內計算。
校服公司會在訂單先收取一元膠袋費用，領取校服時如即時退回膠袋可即時退還
此費用。

派校服日期： 23/11/2017(星期四 )（到時須繳交校服餘款）
各家長亦可自行向相熟之店舖訂製或購買冬季校服，惟款式、顏色及質料必須符合本校之要
求和標準。
(可參看學生手冊第 12-15 頁及本校所公佈之校服實物)。由於縫製校服需時，各家長須及早準備。
(請轉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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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徽（中一至中四男生，須縫在長袖恤衫衫袋上）及校呔將於稍後在校內由班主任安排
集體購買，價目如下：
校徽

校呔

(中一至中四男生)

(各級男女生)

3.5(學校價)

$24

在更換冬季校服之前，如天氣轉涼，各同學可穿著本校所規定的外套，要求如下：無商標
徽號及無顏色花邊線條的純深藍色羊毛外套，可為開胸扣鈕式或杏領，長短袖均可。家長
可根據上述顏色和款式自行購買。
(六)

有關「香港中學生健康」問卷調查：
本校參加由教育局聯同衞生署舉辦「好心情@學校」計劃之「香港中學生健康」
問卷調查，現誠邀 貴子弟於 10 月中旬參與「香港中學生健康」問卷，此問卷調
查涵蓋學生抗逆力和健康情況，是一項嚴謹、專業及有代表性科學探討，對推廣
香港中學生健康有莫大裨益。
是次問卷調查的資料將會保密處理，個人資料及答案亦不會公開，並只使用於研
究和評估計劃成效的用途。冀望 貴家長能支持是次有意義的問卷調查。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461 1555 與吳少琼助理校長或學校社工葉賽怡姑娘聯絡。

(七)

有關 eSchool SMS 系統如何建立賬戶事宜：
本校為了增強與家長溝通，推動綠色校園，將於本學年開始採用 eSchool 平台的
電子通告，讓家長透過智能手機程式(App)瀏覽學校資訊，查閱通告、確認及答覆
回條，此系統設立後，將會取代以往學校發放短訊通知家長學生在校情況的系統。
一般 Android 手機 Android 4.0 或以上系統或 iPhone 手機 iOS7.0 或以上系統均適
用此系統。現附上智能手機程式安裝流程，以便家長安裝使用。(如手機已安排，
則毋須再安裝)建立帳戶程序如下：
步驟一： 在 Play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載及安裝「eSchool.hk 電子校園」app
步驟二： 開啟後在表格內輸入以下資料
學校編號： jcctm
用戶名稱： 9XXXXXXX(本人之手機號碼)
密
碼： 9XXXXXXX(本人之手機號碼)
電郵地址： (輸入個人電郵地址)
步驟三： 選擇「提交」，建立賬戶完成

此致
貴家長
裘錦秋中學(屯門)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啟
陳月平
二零一七年九月二十九日
此通告亦可在本校網頁下載 (http://www.jcctm.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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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著 貴子弟於 3.10.2017 將下列回條交回班主任) ------------------------------有關中一及中二級十月份中央通告回條
敬覆者：本人為＿＿＿( )(班別及學號)
(學生姓名)家長，現已知悉
貴校下列七項通知：
(一) 有關 2017 年 10 月 2 日為國慶日翌日假期，學生毋須回校上課；
(二) 有關校巴路線重組及上車時間的修訂事宜；
(三) 有關 2017 年 10 月 5 日為中秋節翌日假期，學生毋須回校上課；
(四) 有關統一測驗事宜；
(五) 訂購冬季校服事宜；
(六) 有關「香港中學生健康」問卷調查；
(七) 有關 eSchool SMS 系統如何建立賬戶事宜。
此覆
裘錦秋中學(屯門) 陳月平校長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
日期：二零一七年___月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