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
二零二二至二零二三年度
九月份通告第一號
地址：元朗洪水橋洪順路 11 號 電話：2479 9885

網址：http://www.hodao.edu.hk

九月份通告
各位家長：暑假已經結束，歡迎
端垂注並加以配合：
一.

貴子弟重返校園，投入學習生活。茲有下列事項，敬希

台

發出家長通告的安排
校方將於每月初發出一次全校性家長通告，內容包括該月家長須知事項及全校性活動。
一般而言，通告定期於每月第一周內透過 eClass App 發放並上載至本校網頁，敬請家長詳細

閱覽並簽妥回條供校方存檔。

二.

全校全日面授課安排

由於學校員工及同學均已達至教育局的疫苗接種百份率要求，故學校將於 9 月 5 日起進行全校
全日面授課。

三.

使用 eClass Parent App 事宜
為支持環保及加強家校通訊的效率，本校多年前開始已透過 eClass App 以電子形式發放學校通

告、緊急訊息(如惡劣天氣、緊急停課等突發狀況安排)、學生考勤、學生功課及學校宣佈等資訊
給家長，家長除了可使用智能手機下載的 eClass Parent App 接收學校資訊外，亦可利用電腦登入
eClass 內聯網系統 (http://eclass.hodao.edu.hk)查收學校資訊。
學校強烈呼籲家長使用有關系統，因此一般不會派發紙本通告；若家長因個別理由而欲繼續接
收紙本通告，請以家長信向校方提出。
有關 eClass Parent App 的安裝及使用方法，請瀏覽本校網頁(家長>技術支援(家長)> eClass App
家長指引)或瀏覽網頁 https://www.hodao.edu.hk/CustomPage/24/eClass_App_parent.pdf 。
為保安理由，請親自妥善保管密碼，切勿將密碼交予子女，以確保校方與家長溝通清晰。如家
長在安裝及使用 eClass Parent App 上有任何疑問，可致電本校與戴壯達老師或倪國輝老師聯絡。

四.

電子繳費系統計劃
學校於 20/21 學年起引入 eClass 的「電子繳費系統」，家長可透過系統繳付學校費用。

系統不但能簡化繳交各項費用的程序，也可減少學生遺失金錢的情況，故學校強烈建議家長使
用有關的電子繳費方法。
家長請先下載 AlipayHK App，並完成登記程序(可於便利店增值或連結個人的信用卡)。於本校
的電子通告中，家長可直接連結 AlipayHK，從賬戶中扣除所需金額。有關開設 AlipayHK 戶口及
登記賬單程序，請參看有關教學短片連結。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與本校倪國輝老師聯絡。

2022/2023 學校通告第一號

頁 1

安裝 AlipayHK App 方法(於下載程式中搜尋 AlipayHK App)：
iOS (iPhone) 系統: https://apple.co/2TxIWoO

Android 系統: https://bit.ly/2I7tcjs

安裝 AlipayHK App 教學短片:

簽署電子繳費通告於 eClass Parent App 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z4JW5JSkw0 AlipayHK App 進行繳費短片:
https://youtu.be/M16EDlPvDzY

五.

開課各項收費如下：
年級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64.8

$64.4

$60.2

$41.5

$41.5

$29.7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高中堂費

／

／

／

$340

$340

$340

數學科文件夾

$3.4

$3.4

$3.4

$3.4

$3.4

$3.4

電腦科文件夾

$3.4

$3.4

$3.4

---

---

---

視藝科A5畫簿

$15.5

---

---

---

---

---

$7

---

---

$7

---

---

$294.1

$271.2

$267

$591.9

$584.9

$573.1

收費項目
簿費
註一

特別收費

註四

學生智能卡
總額

繳費方式

Alipay HK 註二/
現金/
支票註三

註一：根據教育局指示，全港參與「校本管理」之中學，均可按特別教育用途開支，每年向每
名中一至中六學生收取不超過三百元雜費，以便學校能更具彈性處理資源，改善教育質
素。
註二：如使用 Alipay HK 繳費，請先登入 eClass Parents App，簽署開課各項收費，按簽署後系
統會直接連接 Alipay HK 的繳費版面。
註三：支票﹝抬頭請寫「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法團校董會」或「THE IMC OF HO DAO
COLLEGE (SPONSORED BY SIK SIK YUEN)」﹞。
註四：所有中一、中四及插班生均須繳交製作學生智能卡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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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申請「學生活動支援津貼」事宜

1. 簡介：
教育局成立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讓公營學校及直資學校申請，以支援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學
校舉辦或認可的全方位學習活動。
2. 申請資格：
(a) 正在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
(b) 正領取學生資助處全額資助；
(c) 未符合上述條件者，若因家庭經濟有困難，仍可向校方提出書面申請，經校方審查後亦
可能獲酌情撥款。
3. 申請方法：
(a) 請於回條上以「✓」顯示閣下願意並符合條件申請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b)
(c)
(d)

七.

將證明文件副本或家長信給予班主任。
成功申請的學生將透過班主任獲正式通知。
截止申請日期為2022年9月9日(星期五)。

有關「嗇色園助學金」事宜

嗇色園向來本著普濟勸善之宗旨，致力為轄下學校學生提供良好的教育機會，特設立「嗇色
園助學金」以資助家境清貧的學生。本助學金詳細資料如下：
1. 目標：向家境清貧及學行良好之學生提供經濟援助。
2. 申請資格：申請人須為學生之家長或監護人，而該名學生須：
(a) 獲全額政府車船津貼／書簿津貼（如暫未知結果者，可先行申請）；及
(b) 於上學年學業成績及操行均表現良好；及
(c) 獲班主任推薦；及
(d) 沒有以個人或家庭名義獲得政府綜合援助。
3. 申請方法：
(a) 於9月開學後，有意申請者可向班主任索取申請表格。
(b) 將申請表格連同該學生之2021-22年度 - 期終考試成績表副本交回班主任。
4. 助學金金額：中四至中六級上限4,000元，中一至中三級上限2,000元。
5. 截止遞交申請表格及有關文件日期：2022年9月7日（星期三）。

八.

其他獎學金、助學金及貸款計劃

QR Code:

有關申請車船津貼、書簿津貼、其他獎學金、助學金及貸款計劃，可
查閱學生資助處網頁（詳見右圖）或向陳月娥老師或何恩瑜老師查詢。
https://goo.gl/ZK6i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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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惡劣天氣上課安排
按教育局的指示，本校已制訂了有關惡劣天氣時的應變措施，詳情如下：
熱帶氣旋
天氣情況

上課安排

天文台懸掛一號或三號風球

除教育局特別指示外，學校照常上課

天文台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

學校全日停課

持續大雨
天氣情況

上課安排

天文台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除教育局特別指示外，學校照常上課
如在學生上課前發出，本校將全日停課。如當天
有校內測驗考試，該天測驗或考試將順延至考試

天文台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

後的首個上課天舉行。
如在學生上課時間內發出，本校會繼續上課，直
至正常放學時間而情況亦適宜才讓學生回家。

如遇特殊情況，教育局局長可宣布某個或多個地區的學校停課。在該等地區居住的學生，即
使就讀於另一區的學校，亦無須回校上課。
（本校所屬地區為元朗區）
。天氣惡劣時，家長及學生
在出門前應密切留意電台或電視台的公佈。

十.

家教會事宜

1. 家長教師會的角色：
本校家長教師會為校方確認的家長代表團體，其主要功能概略如下：
(a) 為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橋樑
(b) 向校方反映積極的意見
(c) 處理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事宜
2. 多元化的家長活動
每年家長教師會均積極為本校家長籌辦多元化的活動，動靜俱備，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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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2022 年 9 月 16 日課外活動及黃大仙寶誕慶祝活動安排
本校著重學生的多元智能發展，並通過不同類型的聯課活動，提供機會讓學生發展所長。
全校學生均已編入紅、黃、藍、綠四社，並參與不同類型的四社比賽及活動。此外，本校又
設立二十多個學會，包括學科小組、興趣小組、服務小組及體育小組四類，以滿足不同學生的興
趣和活動需要，學生宜因應自己的興趣和時間，選擇參加不超過三項學會活動，而中二、中三及
中四學生最少要參加１項學會活動，從而達致全人發展。
為使學生對各項課外活動有更深入的認識，以選擇適合自己的活動，本校將於 2022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五)舉行「課外活動日」
、
「黃大仙寶誕慶祝活動」
。內容包括特別週會、四社社員大會、學
會活動巡禮及學會報名。當天學生須穿著整齊運動服 (上身必須穿著所屬社別的社衣)，放學時間
為中午 12 時。
2022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五) 安排 :
08:15 前
08:15-08:30
08:30-08:50
08:50-09:20
09:20-10:05
10:05-10:40
10:40-11:25
11:25-12:00
12:00

同學需穿著整齊本校運動服回校
(上身必須穿著所屬社別的社衣)
班房點名
黃大仙誕特別週會
小息
嗇色園 100 年發展及演變問答比賽
社員大會及學會報名
小息
嗇色園100年發展及演變問答比賽
社員大會及學會報名
班房活動
放 學

十二. 症室收費及學生意外保險事宜
本校一向關注學生健康及安全，如學生於上課或參與校內活動期間遇有身體不適或意外受
傷，校方將安排具急救資格的老師作初步診視；如有需要，校方會即時報警或電召救護車服務，
並同時通知學生家長及安排學校職工陪同學生往急症室，上述措施主要為確保當學生健康出現緊
急事故時能得到適時的急症室服務。由於政府已實施「急症室收費」，所有使用公立醫院急症室
服務者，均須繳付費用港幣 180 元 (符合資格人士，即持有根據人事登記條例所發香港身份證的
人士)，故上述費用最終須由家長負責。現將醫院管理局向學生收取急症室服務費用安排，詳列如
下：
1.
2.
3.

學生到達公立醫院急症室，急症室醫護人員會一如以往提供專業治療。
學生會獲發一張「繳費通知書」，如未能即時繳費，學生或其家長可以選擇在日後繳費。
任何病人如果有經濟困難繳付急症室費用，可利用現行的減免機制，向公立醫院社工申請
減免醫療費用。

本校已為全校學生購買意外醫療保險，如學生於進行認可之學校活動期間發生意外須接受醫
療診治(必須為註冊中、西醫)，便可申請醫療開支，惟申請成功與否以保險公司最終審批結果為
準，詳情可向本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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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網上查閱「學生家課記錄」指引及密碼(初中級適用)

為使初中級家長進一步了解 貴子弟繳交家課的情況，家長可在本校網頁(www.hodao.edu.hk)
選取「學生家課記錄」一欄，輸人用戶名稱及密碼，登人系統查看記錄。煩請台瑞定期檢視記錄
並督促

貴子弟如期完成家課。

＊註:個人用戶名稱及密碼將透過 eClass 放發，使用方法請參閱附件—家長網上查閱初中級「家
課記錄」指引。
十四. 周年陸運會

本校將於 2022 年 9 月 22 日舉行第三十二屆周年陸運會，詳情如下：
日期：2022 年 9 月 22 日
時間：上午 8 時 10 分至下午 4 時 45 分 (午膳時間：下午 12 時 45 分至下午 2 時正)
地點：天水圍運動場
衣著：整齊本校體育服
同學必須於上午 8 時 10 分前到達天水圍運動場，放學時間約為下午 4 時 45 分(視乎賽事進度)。
如因天氣惡劣須終止賽事，校方將安排學生在安全情況下解散回家。

十五. 學生使用平板電腦協議

隨著政府推行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的策略，本校將為同學帶來更多不同的學習模式，以提高
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強師生及學生之間的互動，並促進學生建構知識，學會自主學習。
為配合師生於課堂中使用電子教科書和電子學習資源，學校除裝置無線網絡基礎設施外，同
時購置平板電腦供同學在課堂上使用。
為使學生能有秩序地進行電子學習活動，請督促 貴子弟須遵守以下守則。
1.
2.
3.
4.
5.
6.

應小心保管平板電腦，並在老師的指示下操作使用。
所有平板電腦上的資料只用於教學用途，不應以任何方式傳送到其他電腦或與任何設備分
享資料以免觸犯有關版權的法例。
不應下載任何有版權或與平板電腦學習無關的資料；學生使用平板電腦後，須交還老師，
而事先應將所有不需要或暫存的資料刪除。
須事先取得同意才使用平板電腦的攝影或攝錄(錄音或錄影)功能，使用時務必小心審慎，
以免侵犯他人的權利。
若平板電腦有任何損壞，應立刻向老師或技術支援人員報告。若出於使用不當或故意損
壞，有關學生將要承擔責任，包括維修或更換裝置的費用。
應致力保持平板電腦及其保護套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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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學生留校午膳安排(只適用於中一及中二級)
本校中一至中二學生必須留校午膳，學生可自行準備午餐，或向學校午膳供應商訂購餐盒，
有關安排之細則臚列如下：
本校午膳餐盒由「泛亞飲食有限公司–活力午餐」，以下簡稱「活力午餐」供應。
繳費方式：
(a) Circle K 便利店
(b) 7-11 便利店
(c) 華潤萬家
(d) 繳費靈–商戶編號 「9297」
3. 退款方式：
(a) 學生若因事或因病缺席，由本校校務處即日將缺席名單通知「活力午餐」，家長無須致
電取消當天餐盒。缺席名單以本校 9:00 a.m.或之前之電腦紀錄為準。退款將於隔月自動
1.
2.

扣除。例：學生如於 10 月缺席，退款將於 12 月份自動扣除。
(b) 如因全校停課（學校因特別事宜或天氣惡劣而教育局宣布停課）
，
「活力午餐」與校方協
議停止午膳供應後，退款將於隔月自動扣除。
(c) 若只交回訂購表格而未付款，閣下之訂購將不獲確認。
4. 若遺失訂購表格「餐單」，請到校務處領取後備餐單。
5. 若自備午膳餐盒或回家用膳而不訂購餐盒，必須由家長以書面知會班主任老師。另本校設
有蒸飯櫃供學生使用，學生可自備不銹鋼餐盒回校午膳。
各家長或學生如有任何疑問，可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944 0466 向「活力午餐」客戶經理，或 2479
9885 向本校查詢。

十七. 學習活動相片及錄象的使用
為進一步提升教學質素，本校各科組均積極進行課程發展計劃及教學觀摩，並與不同教育機
構，如教育局、各大專院校等合作。因此部份課堂將進行錄影或錄音，作為教學研究用途。所拍
攝的錄象、音訊及相片將用作研討、匯報，學校亦會將部份學生學習及活動相片及作品上載學校
網頁及展示在印刷品上。而上述資料並不影響學生的校內成績評估。如有查詢，請與活動相關老
師聯絡。如有異議，請以書面通知校方。

有關上述各項， 台端如有疑問，歡迎致電本校查詢。
此致
貴家長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校長

鄒志文

謹啟

二零二二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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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通告
【 回 條 】
（請於 9 月 6 日或以前將回條交回班主任）
敬覆者：頃閱來函，已知悉下列各項，本人定當予以配合：
一.

發出家長通告的安排

二.

全校全日面授課安排

三.

使用 eClass Parent App 事宜

四.

電子繳費系統計劃

五.

開課各項收費

六.

申請「學生活動支援津貼」事宜
敝子弟決定
□

申請「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而本人符合以下資格：（請在合適的方格內加✓）
□ 現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 獲「學生資助辦事處」全額資助；
□ 有家庭經濟困難（請附家長信列明申請理由）。

□ 不申請「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本人謹此聲明，以上所填報的所有資料均屬真確無誤。本人明白如填報的資料不正確， 有
關申請將不獲接納。

七.

有關「嗇色園助學金」事宜

八.

其他獎學金、助學金及貸款計劃

九.

惡劣天氣上課安排

十.

家教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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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2022 年 9 月 16 日課外活動及黃大仙寶誕慶祝活動安排
十二. 症室收費及學生意外保險事宜
十三. 網上查閱「學生家課記錄」指引及密碼(初中級適用)
十四. 周年陸運會
十五. 學生使用平板電腦協議
十六. 學生留校午膳安排(只適用於中一及中二級)
十七. 學習活動相片及錄象的使用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聯絡電話：
學生姓名：
班

別：

班

號：

#請於適當□內加✓號。
二零二二年九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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