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2018-2019年度家長通函第二八五號  

2018-2019年度舊生須知(中一至中五級) 

敬啟者：本學年暑假將於 7月 15日 (星期一) 開始，現將有關暑假前後學生應注意及辦理

事項臚列如下，敬希各家長及同學留意： 

(一) 暑假 

今年暑假由 7 月 15 日 (星期一) 開始至 8 月 30 日 (星期五) 止，而新學年的首個上

課日為 9月 2日 (星期一)。中一至中五級學生須於暑假內完成教師指定之暑期作業，

並須在 9月 4日 (星期三) 至 6日 (星期五) 上課時交科任老師。 

(二) 學校為未能符合升班要求的學生安排學業及品格進階課程，成功通過評核方可試升。

有關學生將個別收到通告，請家長提醒   貴子弟依時出席課程。 

(三) 各級編班結果 

各級編班結果將於 8 月 7日 (星期三) 公布，學生可在學校內聯網或到有蓋操場查閱

編班安排。 

(四) 中三升中四選科及高中退修申請結果 

原校升讀中四級學生之選科結果及高中退修選修科目申請結果將於 7月 9日 (星期二) 

公布，學生可在學校內聯網或到有蓋操場查閱結果，並按選科結果購買相關科目的課

本。 

(五) 書籍訂購 

i) 為方便學生訂購書籍，學生可將需訂購的書籍及數量填寫在「訂書表格」，並於

8月 9日 (星期五) 中午 12時前投入校務處的收集箱內。如學生未能如期訂購，

需自行購買。 

ii)  所訂購的書籍將於8月23日 (星期五)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正，在有蓋操場憑黃色

家長存根領取。如學生未能於派書日期當天領取，則需於8月26至28日       

(星期一至三)自行前往商務印書館天水圍門市購取有關課本，亦只享有門市的九

五折優惠。詳情請參閱訂書表格。 

(六) 學生註冊 

9月 2日 (星期一) 開學日當天會一併進行學生註冊，同學於註冊時須帶備： 

1. 成績表 (監護人已簽署) 

2. 學生證 

3. 學生相片 1張(手冊備用) 

4. 健康調查表 

5. 本通函之回條 

學生須準時回校註冊，並穿著整齊校服，儀容妥善。同學若未能按照校規所定，校方

暫不會為同學進行註冊，直至改善完成。同學若因病及事故缺席，必須由家長致電回

校請假，容後補辦註冊。當日無故缺席及未能辦理註冊之同學，其學位將不予保留。 

如因天氣惡劣而教育局宣佈停課，學生註冊將安排於 9 月 3 日 (星期二) 開學禮後進行。 

 

   (請轉後頁) 



(七) 2019/20學年上課時間表 

1. 下學年之上課時間表將稍有更動，學生每天上課時間為8時05分，午膳時間則為

12時30分，而放學時間仍為4時20分 (如同學須參與補課、小組活動、課外活動，

放學時間將會不同)。上課時間表樣本如下： 

時間 課節 一 二 三 四  五 

8:05-8:30  早會  及 班主任節 

8:30-9:05 第一節      

9:05-9:40  第二節      

9:40-9:55  小  息 

9:55-10:30  第三節      

10:30-11:05 第四節      

11:05-11:20 小  息 

11:20-11:55 第五節      

11:55-12:30 第六節      

12:30-1:35 午  膳 

1:35-2:10 第七節      

2:10-2:45 第八節      

2:45-3:00 小   息 

3:00-3:35 第九節    無牆 

學習 

 

3:35-4:10 第十節 
  

  

4:10-4:20  班主任節 

 

(八) 回校時間 

日期 是日安排 回校時間 放學時間 

9月2日 (星期一) 開學日 

上午8時05分 
中午12時30分 

9月3日 (星期二) 開學禮 

9月4日 (星期三) 起 正常課節上課 下午4時20分 

 

 
(請轉後頁) 

 



_____班_____號 

請填寫 19-20學年之班別及班號 

 
 

【回   條】 

 

敬覆者：領悉   貴校七月九日家長通函第二八五號「2018-2019年度舊生須知 (中一至中

五級)」，本人明白敝子弟須於 9月 2日 (星期一) 帶備以下文件回校註冊，並明白學校將

於敝子弟的 eClass 帳戶中扣除所需之簿費及雜費： 

1. 成績表 (監護人已作簽署) 

2. 學生證 

3. 學生相片 1張(手冊備用) 

4. 健康調查表 

5. 本通函之回條 

 

 

此覆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九年_____月_____日                                           

 

         

 

 

 

 

 

 

 

 

 

 

 

 

 

 

 

 

 

 

 

 

 

副本 

COPY 



(九) 簿費及雜費 (中二級) 

1. 為新學年學習需要，學生須購置各科用簿和繳交雜費，現將有關費用詳列於下： 

項目 單價 數量 費用 

1 單行簿 $0.9 15本 $13.5 

2 作文簿 $2.4 1本 $2.4 

3 A4單行簿 $2.7 4本 $10.8 

4 中圖畫紙 A3 $0.4 20張 $8.0 

5 細圖畫紙 A4 $0.1 20張 $2.0 

6 
學校文件夾 

(黃色 3、藍色 3) 
$2.9 6個 $17.4 

7 電腦科塑膠公文袋 $4.0 1個 $4.0 

8 學生手冊 $29.0 1本 $29.0 

9 學生會會費 -- -- $30.0 

10 家教會會費#
 -- -- $30.0 

11 訂購公教報 -- -- $7.8 

12 非標準收費 -- -- $310.0 

 合共金額 $464.9 

插班生適用： 

1 學生電子學習檔案 $60 

2 學生證 $10 

3 學習歷程檔 $10 

 合共金額     $80 

#  家教會會費以家庭為單位收取，每個家庭只收$30。若家庭有兄弟姊妹同時就讀，只會收取最年長

子女的費用。 

2. 煩請家長於 9 月 13 日(星期五)或以前檢視  貴子弟 eClass 帳戶之結餘並按需要

為戶口增值至足夠之金額(建議戶口金額為港幣$1200-$1300)，以便於扣除上述簿

費及雜費後，戶口內仍有一定結餘以應付全年活動及其他項目的收費，免卻日後

多次充值之麻煩及每次充值之手續費。以上費用將於 9 月 16 日(星期一)或以後

由學生的繳費户口中扣除。 

 

謹請簽覆下附回條，並著  貴子弟於 9月 3 日 (星期二) 或以前交回班主任。查詢請

電 24755432與校務處聯絡。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二零一九年七月九日 

 



(九) 簿費及雜費 (中三級) 

3. 為新學年學習需要，學生須購置各科用簿和繳交雜費，現將有關費用詳列於下： 

項目 單價 數量 費用 

1 單行簿 $0.9 15本 $13.5 

2 作文簿 $2.4 1本 $2.4 

3 A4單行簿 $2.7 3本 $8.1 

4 中圖畫紙 A3 $0.4 20張 $8.0 

5 細圖畫紙 A4 $0.1 20張 $2.0 

6 
學校文件夾 

(紅色 2、黃色 4、藍色 4、綠色 1) 
$2.9 11 個 $31.9 

7 電腦科塑膠公文袋 $4.0 1個 $4.0 

8 學習歷程檔 $10.0 1份 $10.0 

9 學生手冊 $29.0 1本 $29.0 

10 學生會會費 -- -- $30.0 

11 家教會會費# -- -- $30.0 

12 訂購公教報 -- -- $7.8 

13 非標準收費 -- -- $310.0 

 合共金額 $486.7 

插班生適用： 

1 學生電子學習檔案 $60 

2 學生證 $10 

 合共金額     $70 

#  家教會會費以家庭為單位收取，每個家庭只收$30。若家庭有兄弟姊妹同時就讀，只會收取最年長

子女的費用。 

4. 煩請家長於 9 月 13 日(星期五)或以前檢視  貴子弟 eClass 帳戶之結餘並按需要

為戶口增值至足夠之金額(建議戶口金額為港幣$1200-$1300)，以便於扣除上述簿

費及雜費後，戶口內仍有一定結餘以應付全年活動及其他項目的收費，免卻日後

多次充值之麻煩及每次充值之手續費。以上費用將於 9 月 16 日(星期一)或以後

由學生的繳費户口中扣除。 
 

謹請簽覆下附回條，並著  貴子弟於 9月 3 日 (星期二) 或以前交回班主任。查詢請

電 24755432與校務處聯絡。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二零一九年七月九日 



 

(九) 簿費及雜費 (中四級) 

5. 為新學年學習需要，學生須購置各科用簿和繳交雜費，現將有關費用詳列於下： 

項目 單價 數量 費用 

1 單行簿 $0.9 12本 $10.8 

2 作文簿 $2.4 2本 $4.8 

3 A4單行紙 $2.8 1疊 $2.8 

4 A4單行簿 $2.7 1本 $2.7 

5 
學校文件夾 

(黃色 1、藍色 3、綠色 1) 
$2.9 5個 $14.5 

6 學習歷程檔 $10.0 1份 $10.0 

7 學生手冊 $29.0 1本 $29.0 

8 學生證 $10.0 1張 $10.0 

9 堂費 -- -- $320.0 

10 學生會會費 -- -- $30.0 

11 家教會會費# -- -- $30.0 

12 訂購公教報 -- -- $7.8 

13 非標準收費 -- -- $310.0 

 合共金額 $782.4 

插班生適用： 

1 學生電子學習檔案 $60 

2 學生證 $10 

 合共金額     $70 

#  家教會會費以家庭為單位收取，每個家庭只收$30。若家庭有兄弟姊妹同時就讀，只會收取最年長

子女的費用。 

6. 煩請家長於 9 月 13 日(星期五)或以前檢視  貴子弟 eClass 帳戶之結餘並按需要

為戶口增值至足夠之金額(建議戶口金額為港幣$1400-$1500)，以便於扣除上述簿

費及雜費後，戶口內仍有一定結餘以應付全年活動及其他項目的收費，免卻日後

多次充值之麻煩及每次充值之手續費。以上費用將於 9 月 16 日(星期一)或以後

由學生的繳費户口中扣除。 
 

謹請簽覆下附回條，並著  貴子弟於 9月 3 日 (星期二) 或以前交回班主任。查詢請

電 24755432與校務處聯絡。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二零一九年七月九日 

 



中四級選修科簿費細項一覽表 

 

選修科目 項目 單價 數量 費用 合共金額 

數學M1 單行簿 $0.9 4本 $3.6 $3.6 

視藝 

大圖畫紙 A2 $1.0 20張 $20.0 

$92.6 

中圖畫紙 A3 $0.4 20張 $8.0 

細圖畫紙 A4 $0.1 20張 $2.0 

考試用圖畫紙 $6.3 2張 $12.6 

作品集彩色列印費 -- -- $50.0 

企財 
A4單行紙 $2.8 2疊 $5.6 

$8.5 
學校文件夾 (黃色 1) $2.9 1個 $2.9 

經濟 

社會簿  $1.6 2本 $3.2 

$11.8 A4單行紙 $2.8 1疊 $2.8 

學校文件夾 (紅色 1、藍色 1) $2.9 2個 $5.8 

化學 

單行簿  $0.9 1本 $0.9 

$6.5 A4單行簿 $2.7 1本 $2.7 

學校文件夾 (黃色 1) $2.9 1個 $2.9 

生物   單行簿 $0.9 1本 $0.9 $0.9 

倫宗   單行簿 $0.9 1本 $0.9 $0.9 

資訊及通訊科技   學校文件夾 (紅色 1) $2.9 1個 $2.9 $2.9 

 

 

 

 

 

 

 

 

 

 

 

 

 

 

 

 

 

 

 

 

 



 

(九) 簿費及雜費 (中五級) 

7. 為新學年學習需要，學生須購置各科用簿和繳交雜費，現將有關費用詳列於下： 

項目 單價 數量 費用 

1 單行簿 $0.9 11 本 $9.9 

2 作文簿 $2.4 2本 $4.8 

3 A4單行紙 $2.8 1疊 $2.8 

4 A4單行簿 $2.7 1本 $2.7 

5 
學校文件夾 

(黃色 1、藍色 3) 
$2.9 4個 $11.6 

6 學習歷程檔 $10.0 1份 $10.0 

7 學生手冊 $29.0 1本 $29.0 

8 堂費 -- -- $320.0 

9 學生會會費 -- -- $30.0  

10 家教會會費# -- -- $30.0 

11 訂購公教報 -- -- $7.8 

12 非標準收費 -- -- $310.0 

 合共金額 $768.6 

插班生適用： 

1 學生電子學習檔案 $60 

2 學生證 $10 

 合共金額     $70 

#  家教會會費以家庭為單位收取，每個家庭只收$30。若家庭有兄弟姊妹同時就讀，只會收取最年長

子女的費用。 

8. 煩請家長於 9 月 13 日(星期五)或以前檢視  貴子弟 eClass 帳戶之結餘並按需要

為戶口增值至足夠之金額(建議戶口金額為港幣$1400-$1500)，以便於扣除上述簿

費及雜費後，戶口內仍有一定結餘以應付全年活動及其他項目的收費，免卻日後

多次充值之麻煩及每次充值之手續費。以上費用將於 9 月 16 日(星期一)或以後

由學生的繳費户口中扣除。 
 

謹請簽覆下附回條，並著  貴子弟於 9月 3 日 (星期二) 或以前交回班主任。查詢請

電 24755432與校務處聯絡。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二零一九年七月九日 

 



 

中五級選修科簿費細項一覽表 

 

選修科目 項目 單價 數量 費用 合共金額 

數學M1 單行簿 $0.9 4本 $3.6 $3.6 

視藝 

大圖畫紙 A2 $1.0 20張 $20.0 

$92.6 

中圖畫紙 A3 $0.4 20張 $8.0 

細圖畫紙 A4 $0.1 20張 $2.0 

考試用圖畫紙 $6.3 2張 $12.6 

作品集彩色列印費 -- -- $50.0 

企財 
A4單行紙 $2.8 3疊 $8.4 

$11.3 
學校文件夾 (黃色 1) $2.9 1個 $2.9 

設計 
社會簿 $1.6 1本 $1.6 

$4.5 
學校文件夾 (紅色 1) $2.9 1個 $2.9 

經濟 

社會簿 $1.6 2本 $3.2 

$11.8 A4單行紙 $2.8 1疊 $2.8 

學校文件夾 (黃色 1、綠色 1) $2.9 2個 $5.8 

化學 

單行簿 $0.9 1本 $0.9 

$6.5 A4單行簿 $2.7 1本 $2.7 

學校文件夾 (藍色 1) $2.9 1個 $2.9 

生物 單行簿 $0.9 1本 $0.9 $0.9 

旅款 A4單行簿 $2.7 1本 $2.7 $2.7 

資訊及通訊科技 學校文件夾 (紅色 1) $2.9 1個 $2.9 $2.9 

 

 

 

 

 

 

 

 

 

 

 

 



 

(九) 簿費及雜費 (中六級) 

9. 為新學年學習需要，學生須購置各科用簿和繳交雜費，現將有關費用詳列於下： 

項目 單價 數量 費用 

1 單行簿 $0.9 9本 $8.1 

2 作文簿 $2.4 2本 $4.8 

3 A4單行紙 $2.8 1疊 $2.8 

4 A4單行簿 $2.7 1本 $2.7 

5 
學校文件夾 

(黃色 1、藍色 3) 
$2.9 4個 $11.6 

6 學習歷程檔 $10.0 1份 $10.0 

7 學生手冊 $29.0 1本 $29.0 

8 堂費 -- -- $320.0 

9 學生會會費 -- -- $30.0 

10 家教會會費# -- -- $30.0  

11 校友會會費 -- -- $30.0 

12 訂購公教報 -- -- $5.5 

13 非標準收費 -- -- $310.0 

 合共金額     $794.5 

插班生適用： 

1 學生電子學習檔案 $60 

2 學生證 $10 

 合共金額     $70 

#  家教會會費以家庭為單位收取，每個家庭只收$30。若家庭有兄弟姊妹同時就讀，只會收取最年長

子女的費用。 

10. 煩請家長於 9 月 13 日(星期五)或以前檢視  貴子弟 eClass 帳戶之結餘並按需要

為戶口增值至足夠之金額(建議戶口金額為港幣$1400-$1500)，以便於扣除上述簿

費及雜費後，戶口內仍有一定結餘以應付全年活動及其他項目的收費，免卻日後

多次充值之麻煩及每次充值之手續費。以上費用將於 9 月 16 日(星期一)或以後

由學生的繳費户口中扣除。 

謹請簽覆下附回條，並著  貴子弟於 9月 3 日 (星期二) 或以前交回班主任。查詢請

電 24755432與校務處聯絡。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謹啟 

二零一九年七月九日 

 



 

中六級選修科簿費細項一覽表 

 

 

選修科目 
項目 單價 數量 費用 合共金額 

數學M1 單行簿 $0.9 2本 $1.8 $1.8 

視藝 

大圖畫紙 A2 $1.0 20張 $20.0 

$92.6 

中圖畫紙 A3 $0.4 20張 $8.0 

細圖畫紙 A4 $0.1 20張 $2 .0 

考試用圖畫紙 $6.3 2張 $12.6 

作品集彩色列印費 -- -- $50.0 

企財 
A4單行紙 $2.8 2疊 $5.6 

$11.4 
學校文件夾 (黃色 2) $2.9 2個 $5.8 

生物 單行簿 $0.9 1本 $0.9 $0.9 

設計 
社會簿 $1.6 1本 $1.6 

$4.5 
學校文件夾 (黃色 1) $2.9 1個 $2.9 

經濟 
A4單行紙 $2.8 1疊 $2.8 

$5.7 
學校文件夾 (黃色 1) $2.9 1個 $2.9 

 

化學 

 

單行簿 $0.9 1本 $0.9 

$6.5 A4單行簿 $2.7 1本 $2.7 

學校文件夾 (綠色 1) $2.9 1個 $2.9 

旅款 A4單行簿 $2.7 2本 $5.4 $5.4 

英文(6愛班) 
學校文件夾 

(紅色 1、黃色 1、藍色 1、綠色 1) 
$2.9 4個 $11.6 $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