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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中二級「新學年各項收費及注意事宜」家長通告 

敬啟者： 

煩請  貴家長留意下列事項： 

 

1. 放學時間 

九月一、四、五及六日為班主任課及開學週課程，上課時間為早上八時十分至中午十二時三十分。九月
七日開始，照常上課，上課時間為早上八時十分至下午三時四十五分。 

 
2. 中二級開學課程活動  

中二級學生將於 9 月 4 日參加「級本燒烤活動」，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日 期  ：2017 年 9 月 4 日 (星期一) 

回校時間：上午 8:10 (先在校內完成部份活動，才啟程往燒烤場) 

費  用：$103.20 (原價 $143.20，不敷之數由學校全方位基金津貼；費用已包括旅遊巴服務及膳食) 

服    飾：本校體育服裝 (需穿體育長褲) 

行    程：1) 上午 8:10 校內活動  

2) 上午 10:00 於錦田鄉村俱樂部進行級本活動及午餐 

   (4 小時燒烤連食物，加送一罐汽水，但不可自備飲品入內。) 

3) 下午 2:00 於學校解散 

備  註：是次活動為課程之一，學生必須出席。 

3. 學生健康午膳及留校午膳 
 
本校於二零零二年加入由世界衛生組織、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局及優質教育基金合辦的「香港健康學校獎

勵計劃」，多年來致力推廣健康校園文化，並成功通過評審，獲得最高榮譽的金獎，並獲邀為資源學校。接

受評審的六大範疇分別獲三項優異（家校與社區聯繫、校風與人際關係、健康生活技能與實踐）及三項良

好（健康學校政策、學校保健與健康促進服務、學校環境）的成績。 

 

開校以來，校方一直鼓吹健康飲食，嚴格挑選午膳供應商，落實健康飲食政策。午膳供應商盡量避免提供

含味精、易受污染（如壽司、燒臘）、油炸等食物（如炸雞翼、薯餅）。而餐單皆經由營養師及校方審批，

並按衛生署健康飲食指引釐定份量，再配以葉菜為主的蔬菜。 

 

為保障學生的健康及培養學生之良好飲食習慣，校方要求中一至中五學生留校午膳，並且不接受學生自行

安排外賣。當然，校方相信由家長新鮮烹調的午餐最為營養豐富及符合衞生原則，並且切合學生的口味，

所以學校鼓勵家長送飯。另學校亦提供免費之飯盒保溫服務，以方便學生自備飯盒。如家長因工作或其他

原因未能為學生預備飯餐，煩請家長安排學生訂購校內供應的午膳，避免為學生安排外賣，以確保成長中

的學生得到足夠的營養供應所需。 

 
由九月七日開始， 貴子弟需留校享用午膳， 台端可選擇訂購午膳或自行安排。訂飯將以月為單位，若  台

端有意訂購，煩請填妥所附之回條及訂購表，並連同支票、入數紙或現金於九月四日或之前自行交回學校

小食部。詳見午膳訂購表格。 

 

4. 購買習作簿事宜 

貴子弟於本學年所需用之習作簿及文件夾等費用已列印於附表中。 

5. 個人健康記錄表 

為確保學生於校內得到適切的照料，煩請家長更新附設之學生個人健康記錄表。為使學生身體能健康發展，

本校學生均需上體育課及參與有關健體活動。倘若  貴子弟身體健康狀況不適宜上體育課或有關運動性課

外活動，煩請於記錄表之第八項中填上適當選項，並呈註冊醫生的証明文件，以方便校方作適當的安排。

該項需每年最少更新及簽署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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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關參與學童保健計劃申請 

為 貴子弟身心健康能得到更全面的照料，鼓勵家長讓 貴子弟參與保健計劃，敬請家長填妥有關表格及交

給班主任，檢查日子將按班別安排於學校上課天之下午進行，並將備有專車接送學生往返，確實檢查日期

及時間將以容後派發之檢查通知書為準。 

 

7. 家長教師會會費 

根據本校家長教師會成立時所訂會章，本校全體同學家長皆為家長教師會的當然會員，而無論有幾多位子

女在校就讀，每一家庭只繳交$20 會費；各會員在會員大會中享有選舉、被選、動議、發言、表決等權利。 

 

8. 學生證增值 

為方便起見本校於開學時收取壹仟壹佰圓正($1,100.00)，於扣除書簿費及訂報費後之餘數將存入 貴子弟

之學生證(有儲值功能)，而餘數之利息本校將撥作教育用途，請 貴子弟於九月七日或之前以支票或現金交

班主任為荷。(支票抬頭「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法團校董會」，必須劃線及不能使用期票)。 

 

9. 家政科校本課程筆記費用 
 
本校家政科設校本課程，故將為中一級同學訂購有關筆記，有關教材費用為港幣$45.00。 
 

10. 集體訂購視藝用品 

本校所有初中同學必須攜帶視藝袋上視藝課。為方便中一同學及家長，並為家庭節省開支，本校視覺藝術
科將代學生集體訂購所需的視覺藝術材料及用品。詳情臚列如下： 

 

內容 材料連運費總額： 

1) 材料連運費總額： 油粉彩、塑膠彩、畫筆 5 支、白膠漿、調色碟、

剪刀、黑水筆、橡皮擦、 素描筆 2B、6B 各 2 支、拉鏈袋、唇膏漿

糊、0.5 水筆、粗水筆、小水桶、 排筆、鉛筆刨、油畫刀、匙扣、

布袋。$90 元 

2) 24 色鐵盒裝水溶木顏色。$25 元 (材料比本港文具店零售價便宜)        

 

合共$115.00 

(可於回條中選擇項目 

訂購或自行購買) 

 
 

11. 借閱英語讀本事宜 

為了提升學生的英語閱讀能力，迎接新高中校本評核的挑戰，本校推行英語廣泛閱讀計劃，為同學購買大

量英語書籍供免費借閱。本校請家長提醒 貴子女定時閱讀，並把書本妥善保存。如同學遺失有關書籍，需

作出賠償。 

 

12. 申請學生資助津貼 
 
學生資助津貼適用於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學生車船津貼、上網費津貼，申請人可向學校索取 2017/2018 資

格評估申請表格，如欲申請學校書簿津貼，必須於 2017 年 10 月 31 日或以前把「資格評估申請」送抵學

生資助辦事處； 

曾經申請的申請人，會直接收到學生資助辦事處的「申請結果通知書」，通知其申請的結果，此通知書不

用交給學校； 

中一新生或新申請的申請人可到校務處索取 2017/2018 資格評估申請表格，填妥後自行寄回學生資助辦事
處，當完成評估後申請人會收到一份「資助證明書」(粉紅色紙)，請把已填妥的「資助證明書」(粉紅色紙) 

於兩星期內交到本校校務處，以便學校證明申請人的學生身份後將「資助證明書」呈交給學生資助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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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全方位學習基金 

本校歡迎有需要的學生申請全方位學習基金。為方便家長申請，如 貴子女正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

援)」，請影印有關證明文件 (所提供的資料只作本校核實學生申請資格用途)，由 貴子女交給班主任，以

便辦理有關手續。 

已遞交「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證明副本予本校或於本學年獲*學生資助辦事處「學校書簿津貼」全額

津貼的學生可獲優先使用全方位學習基金，以參加本年度本校所舉辦需要繳費的活動 (包括參觀、實地考

察、社會服務、營會、課外活動、興趣小組及領袖訓練等)，並自動得到補貼，該等學生不用繳付有關款項 

(本校將於該類活動的家長通告上列明)。 

 

14. 首次申請「學生個人八達通」 

凡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下及就讀本港全日制學校之學生，如欲使用「學生個人八達通」及享有學生乘

車優惠，可於任何港鐵車站客務中心(機場快綫車站、羅湖站、馬場站、落馬洲站、迪士尼站及欣

澳站除外)辦理申請手續。申請人可到校務處索取「港鐵學生乘車優惠計劃申請表」，填妥後交校

務處蓋上校印，然後將申請表連同彩色證件相片一張及申請費用$90(其中包括手續費$20、按金$50

及票值$20)，親身交回任何港鐵車站客務中心(機場快綫車站、羅湖站、馬場站、落馬洲站、迪士尼

站及欣澳站除外)辦理申請手續。此外學生可透過網上申請，自行到港鐵網站 www.mtr.com.hk 內填

寫及遞交申請表。  
 
 

      煩請  貴家長填妥回條及學生個人健康記錄表，由  貴子弟於翌日交回班主任為荷。如有詢問，可致電 

3156-2500 與本校聯絡 。 

Should you have any enquiries regarding non-Chinese students, please contact Miss Chin, the teacher 

incharge of the non-Chinese students at 3156 2500. 

 

此致 

學生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               黃秀蓮校長  

 

 

 

 

 

 

 

 

 

 

 

 

 

 

 

 

 

http://www.mtr.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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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為各項收費細則： 

 

 

 

 

 

 

 

 

 

 

 

 

 

 

 

 

 

 

 

 

 

 

 

中二級收費表 

甲項：收費項目   

名稱 單價 數量 總額 

長單行簿 $1.40 7 $9.80 

短單行簿 $1.30 6 $7.80 

原稿紙 $3.20 2 $6.40 

單行紙 $3.20 1 $3.20 

活頁文件夾 (紅色 1 個) $14.70 1 $14.70 

單頁文件夾 (透明) $1.10 2 $2.20 

雙孔文件夾 (黑 3 個及紅灰藍色各 2 個)                $2.80 9 $25.20 

透明膠套 (每袋 20 個) $4.60 4 $18.40 

手冊  $15.10 

綜合收費 (冷氣電費) 上學期 $155.00 

家長教師會年費  $20.00 

  甲項 $277.80 

乙項：收費項目 

學生證*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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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條】 

  

敬覆者： 

 

一、 本人已知悉通告內容並同意繳交上述有關開課所需物品費用。為方便收費，本人同意先繳付港幣壹仟壹佰 

圓正 ($1,100.00)，扣除以下費用後，餘數將存入學生證 (有儲值功能) ，本人之選擇如下： 

  

 

 

 

 

 

二、 人已知悉有關「家政科校本課程筆記費用」通告內容，並同意繳付$45.00*。 

三、 有關集體訂購視藝用品 

意向 (請加入√) 費用 

學校代為訂購 全套(1)+(2)  口  $115.00* 

學校代為訂購 視藝袋(1) 口  $90.00* 

學校代為訂購 木顔色(2) 口  $25.00* 

自行購買      口     / 

 
四、有關中二級開學課程學習活動，本人同意繳付活動費用 $103.20*#。 

    本人並同意敝子女在遇上意外事件時，接受適當的急救治療。 

 

註： 

* 所需繳付的費用將由學生證內的餘款扣除。如餘款不足，請家長先行增值，學生可以現金到本校校務處或透過繳費

靈增值，如以繳費靈增值，增值金額必須為$100 或其倍數，服務商會收取每次$2.2 手續費。 

# 截至 2017 年 9 月 1 日或之前，凡符合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並已提交證明文件或獲學生資助辦事處「學

校書簿津貼」全額津貼資格的學生，將有全方位學習基金撥款資助，此等學生無須繳交是次費用。 

 
此覆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班別：________________(      ) 

所屬學社：紅社 / 藍社 / 黃社 / 綠社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2017 年 9 月    日 

總收費： (只需 ""以下任何一項) 

中二新生收費 甲項+乙項 = 口 $284.40 

中二舊生收費 (不需訂購學生證):   

中二舊生：甲項 = 口 $277.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