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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有關「本年度各科上學期評核準則」、「中一至中三級測驗週」、 

「數碼批改試卷計劃  (S-Mark)」、「級本活動-清潔沙灘」「香港福音盛會 2017」通告  

敬啟者：  

一. 2017-2018 年度各級各科上學期評核準則 

    本年度各級各科上學期評核準則已上載至學校網頁學習園地各科評核準則，同
學及家長可自行參閱，以了解各科評核詳情。同學對評核內容如有疑問，可向科任老師
或班主任查詢。 

 

二. 中一至中三級測驗週 

上學期測驗週將於 11 月 13 日至 11 月 17 日早上 8:10 - 8:45 舉行，故此，期間初中
早會及早讀將會暫停，敬祈督促 貴子女勤加溫習，以取得更好的成績。測驗週期間，
學生的上學及放學時間不變，仍為上午八時十分及下午三時四十五分。各科測驗日期安
排如下： 

 13/11(一) 14/11(二) 15/11(三) 16/11(四) 17/11(五) 

 Day A1 Day A2 Day A3 Day A4 Day A5 

中一級 中文 通識 科學 英文 數學 

中二級 英文 數學 中文 通識 科學 

中三級 通識 科學 英文 數學 中文 

 

中一至中三普通話科將於 16/11 測驗，於放學後班主任課進行（約 20 分鐘）。 
 

三. 有關數碼批改試卷計劃 (S-Mark) 

本年度將會繼續推行數碼批改試卷計劃，並會於上下學期的統一測驗 (初中)、上學
期考試及年終考試的所有科目推行 (中國語文及英國語文的個別試卷除外)。有關計劃的
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蒐集、統計和分析學生的考測數據，更有效和系統地掌握學生的學
習強項和難點，作出合適的回饋，從而優化學與教，達至促進學習的評估。測考期間，
學生如常以紙筆作答考卷 (實體答卷)，而已作答的考卷會以文件掃描器掃描，並以數碼
方式 (數碼答卷) 儲存，讓教師以平板電腦批改。因此實體答卷並不會有批改記號，只有
數碼答卷才會顯示批改記號。為使計劃順利推行，將有下列措施配合： 

 
甲 .  相關措施及注意事項：  

 

取回答卷方法  相關措施  注意事項  

實體答卷  
 統一測驗的答卷：課堂派發  
 考試：在對卷日  (共兩日 )  

當天派發  
並沒有批改記號  

數碼答卷  

(1)  在對卷日前可於網上下載  
網址連結：  
本校網頁  -> 學習園地  -> S-Mark
系統  

(2)  每位學生已獲分配獨立戶
口  

 家長可向  貴子弟索取登入系
統的戶名及密碼以便了解   貴
子弟的測考表現  

 若需輸入學校代碼：  
YL00028 

(3)  學生可用已連網的電腦、智
能手機或平板電腦下載  

 若以智能手機下載可能會使用
流動數據  

(4)  答 卷 檔 案 文 件 格 式 為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pdf) 

 可透過以下網址免費下載 Adobe 
Reader (.pdf) 

    http://get.adobe.com/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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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  對卷安排  

 相關措施  注意事項  

對卷日  

可於對卷日在課堂上以智能
手機或平板電腦參與對卷  

 對有特別需要的同學
會提供平板電腦或縮
印版的數碼答卷  

 上述項目為過渡安排  

班主任不會收取或代為保管
學生手機及平板電腦  

 智能手機及平板電腦
乃貴重財物，請提醒  
貴子弟小心保管  

 

丙 .  S-Mark 網址及 QR 碼  

http://smark.myid.com.hk/ 

 

 

四. 級本活動-清潔沙灘 

為培養學生循道衞理人素質，積極關心及服務社群，中三級學生將於11月3日(五)下午全

方位時間進行「級本活動-清潔沙灘」，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日    期：2017年11月3日 (星期五) 

地    點：屯門龍鼓灘 

出發時間：下午1:25 (學校出發) 

解散時間：下午3:45 (學校解散) 

車    費：$20*
#
 

服    飾：本校體育服裝 (需穿體育長褲)  

備    註：  1.是次活動為課程之一，學生必須出席。  

         2.同學必須帶備厚手套一對 (能在沙灘收拾廢物時保護雙手)  

     3.帶備水、防蚊防曬等用品 

 

五. 香港福音盛會 2017 

(1) 活動目的：學校 27/11-1/12 為福音週，配合福音週內容，本校現定於 12 月 1 日(五)帶領全校全體

老師同學參與「香港福音盛會 2017」，藉佈道會擴闊同學視野，增加同學對基督教信仰的認識。

詳情安排如下： 

 

活動日期：2017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五) 

時間地點：3:00p.m (香港大球場) 

講  員：沈祖堯教授及羅祖澄牧師 

集合時間：11:45a.m. (學校集合) 

解散時間：約 4:30p.m. / 約 6:00p.m. 

解散地點：香港大球場 / 學校 

服  飾：體育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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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攜帶物品：紙巾、帽、水樽、毛巾、體育外套（所有自攜物品應寫上姓名、班別，以資

識別。） 

備  註：1. 當天學生不可攜帶與學習無關的物品及不宜帶貴重財物。 

          2. 香港福音盛會 2017 為本校完整課程的一部份，中一至中六學生必須出席。 

費  用：門票為免費，車費詳情如下： 

去程：乘坐城巴由學校至大球場。(車費：港幣$20，原價：$34.7，餘款由校方

資助)。  

回程：可選擇於香港大球場自行解散，或乘坐城巴回校解散。 

(車費：港幣$20, 原價：$32.3，餘款由校方資助) 

 

 

(2) 為配合活動時間，當日上課時間表會作出以下調動： 

8:10a.m. - 9:00a.m. 第一節課  

9:00a.m. - 9:20 a.m. 小息 

9:20a.m. - 10:10a.m. 第二節課  

10:15a.m. - 11:05a.m. 第三節課  

11:05a.m. 午膳 

11:45a.m. 集隊及出發 

 

(3) 現隨函附上「香港福音盛會 2017 QR code」以供參考。較詳細活動詳情將於 11 月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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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cher incharge of the non-Chinese students at 3156 2500. 

 

敬希  貴家長留意上述事項，簽署後將回條於翌日交給班主任為荷。如對上述事宜有垂
詢者，請致電3156-2500與本校聯絡。 

 
 

此致 

學生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黃秀蓮校長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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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敬覆者： 
 

  

一. 本人已知悉「2017-2018 年度各級各科上學期評核準則」、「中一至中三級測驗週」、「數

碼批改試卷計劃  (S-Mark)」通告內容。 

 
二. 本人已知悉有關「香港福音盛會 2017」通告內容，有關學生解散意願，本人決定如下：    

(請以✓表示) 

□學生自行在大球場解散，並同意繳付費用港幣$20*#。 

□乘坐學校安排車輛回校後解散，並同意繳付費用港幣$40*#。 

 
三. 本人已知悉並同意 中三級「級本活動-清潔沙灘」通告內容，並繳交車費$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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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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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2017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