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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新生須知（2020-2021） 

 

一、文件清單 

1. 中一新生須知（本文件） 

2.  中一新生註冊表（粉紅色）** 

3. 學生資料紀錄表（藍色） ** 

4. 夏季校服及運動服訂單 # 

5. 午膳通告及九月份飯盒訂購表 # 

6. 中一暑期英語銜接課程─英語夏令營2020

單張及報名表 # 

7. 書單及聯合新零售有限公司課本訂購服務

啟事 

8. 家教會通告 - 「買賣舊書活動」 

9. 中一新生拍攝學生照片注意事項 

10. 繳費靈（校園智能卡）家長須知 

11. Parent App (eClass) 須知 (綠色) 

12. Student App (eClass) 須知 (黃色) 

 

 

 ** 請填寫後，即日交回註冊處老師   

 

# 請填寫後，14/7 回校交回有關公司或指定收集箱     

 

二、註冊日報到 

1. 註冊日 (七月九日 或 七月十日) 報到時須帶備教育局派位證及入學註冊證、身份證及原校小五及

小六學業成績報告表。 

2. 填妥〈中一新生註冊表〉，並交出入學註冊證。 

3. 領取中一新生須知、書單、午膳通告、校服訂單、運動服訂單及繳費靈（校園智能卡）家長須知等

文件。 

 

三、「中一新生學科測驗日」安排 

1. 中一新生請於七月十四日（星期二）上午 8:45 前穿著整齊之小學夏季校服，到達本校，預備進行

學科測驗，家長則可辦理訂購校服、暑期作業、午膳及報名參加中一暑期英語銜接課程等手續。 

2. 關於學科測驗，同學必須帶備派位證進入試場，並請帶備原子筆、間尺及膠擦，按宣佈及依照派位

證後頁之編排，進入考室。如是日因風雨或其他事故停課，測驗會順延一天，即於七月十五日（星

期三）同樣時間舉行。 

3. 如學生測驗前已確定未能參加測驗，請家長儘早呈交請假信予校務處請假。如未能於測驗當日或之

前遞交，則最遲須在七月廿四日（星期五）或以前遞交。請留意，若學生缺席測驗或測驗成績欠佳，

均須出席九月開學後舉辦之課後奮進班。 

 

 



P.2 

四、訂製夏季校服及運動服 

1. 請留意註冊室張掛的校服樣式，學生可自行預備，惟必須嚴格依樣購置。 

2. 凡訂購由維多利校服服飾有限公司提供的夏季校服及運動服者，請留意夾附於書單內之訂單，並

依規定辦理。訂購校服時，需繳交訂金 $100 正，敬請留意。訂購日期及時間為七月十四日（星

期二），上午 8:30-下午 4:00，在本校禮堂，屆時會有校服的樣式及尺碼供家長作參考。 

3. 因學校尚未為同學編定社別（紅、黃、藍、綠四社），故家長訂購運動服時，可先交尺碼的訂單。

校服公司將稍後收到校方發出的中一新生社別資料，並會於八月八日將合適社別及尺碼的運動服

送到學校派給學生。 

4. 學校毛衣為校服之一部份，學生如要穿著，必須按規定購買。學校毛衣分長袖及背心兩種，學生可

以購買任何一款，或全購兩款。 

5. 學生體育課用之運動鞋須為純白綁帶運動鞋。 

6. 冬季校服可稍後購買，學校將於十月派表格給同學訂購，敬請家長留意。 

 

五、訂購教科書 

1. 請按書單規定自行購買課本，書單內註明的「參考用書」，同學可按需要，自行決定是否購買。 

2. 聯合新零售有限公司 (商務、中華、三聯書局) 預備本校課本較為齊全，惟家長亦可以向任何其他

書局購買。購買時請留意書名、版本及冊次是否符合書單規定。七月十四日（星期二）上午 9:00

至下午 1:00，學生進行學科測驗期間，聯合新零售將在本校售賣中一數學科及英文科暑期作業。

至於教科書，家長請以網上訂購方式向聯合新零售訂書，取書日為八月十五日 (星期六) 上午 9:00 

- 10:30，家長可自行決定是否使用此項服務。 

3. 由於要進行課程統整的緣故，中一級不設世史科，家長替子女購買課本時，敬請留意。 

4. 本校家教會亦將於七月十一日（星期六）舉辦買賣舊書活動，歡迎中一新生及家長參加： 

時間：上午 9:00-10:30 

地點：本校禮堂    詳情請參閱附件〈家教會通告 - 「買賣舊書活動」〉 

 

六、暑期作業 

1. 學生須完成下列暑期作業： 

  
原價 

（港幣） 

折實價 

（港幣） 

(1) 中文科： 

1、 作文 1 篇 

‧ 題目：《自我介紹》 

‧ 字數：不少於 300 字 

2、 讀書報告 1 篇 

‧ 書目：任何杏林子、琦君、金庸、阿濃、胡燕青、衛斯理的著作 

‧ 內容：撰寫閱讀書籍後感 

‧ 字數：不少於 300 字 

‧ 學生可到圖書館借閱書籍或上網閱讀。 

請用原稿紙完成上述兩份課業。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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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價 

（港幣） 

折實價 

（港幣） 

3、《朱子治家格言》自學平台 - 網上練習 

https://forms.gle/2VkBaC3keuERsqd28 

 

 

 

- 

 

 

- 

(2) Mathematics: 

Wow!  Mathematics Summer Fun (P.6 – S.1) (New Syllabus 
Edition), Pan Lloyds Publishers Ltd 

 

45 26 

(3) English Language: 

1. *Essential Grammar in Use (Cambridge)  
 Units 1-14, 23-24, 26, 28, 59-69, 74, 83-86, 94, 103-104  

 (七月十四日校內售賣) 

2. Pre-S1 English Summer Holiday Booklet (included General English 
exercises & 2 book reports) (will be given on July 14) 

 

 

200 

 

- 

 

176 

 

- 

(4) Integrated Science: 

1. Bridging Integrated science worksheet (will be given on July 14) 
2. Exercises in Textbook 1A 
 

 
- 
- 

 
- 
- 

(5) 中史科 

歷史人物介紹 

‧ 從孔子、勾踐、蘇秦、荊軻四人中選取一人 

‧ 內容：以圖片及文字說明人物的重要事蹟 

學生自行到圖書館借閱書籍或上網閱讀，並完成有關工作紙。 

 

 

- 

 

- 

( * 書單內中一級教科書) 

 

2. 七月十四日（星期二）上午 9:00 至下午 1:00，聯合新零售有限公司將在本校售賣數學及英文科

中一暑期作業，家長可自行決定是否使用此項服務。 

3. 學生須於九月一日（星期二）將作業交班主任匯收。 

 

 

七、學生午膳 

本校自創校以來，即實行初中學生留校午膳之政策。此外，學校非常關注學生的均衡飲食及營養午膳，

從而令他們有強健的體魄，以應付每天的學習生活。本學年學校委托美利飲食服務有限公(四洲)承辦學

生午膳服務，有意使用此項服務者請留意〈午膳通告〉之內容，並於七月十四日（星期二）上午 8:30-

12:00 將九月份午膳訂購表交回放置於禮堂的收集箱內。家長亦可自行安排子女之午膳，詳見《初中留

校午膳安排》通告，惟無論訂購與否，均請把填妥的午膳回條交回收集箱。 

 

 

https://forms.gle/2VkBaC3keuERsqd28
chanyeehon
Line

chanyeehon
Typewriter
Augus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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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生照片 

本學年學校委托攝影公司為學生拍攝學生照片，有意使用此項服務者將於八月十七日（星期一）進行

拍攝，拍攝安排如下: 

時間 班別 拍攝地點 

下午 11:45-13:00 1A,1B,1C,1D, 1E 本校 309B 室 

費用為 $12 (12 張) 或 $22 (24 張)（一吋半 × 兩吋），由學生於拍照時直接付費予拍攝公司。照片

將於九月一日由班主任交予學生，家長可自由選擇選用以上服務，如選用其它公司服務，請於九月一

日將照片帶回校。 

拍照時學生須穿著整齊的田家炳中學夏季校服，並須符合本校校服儀容之標準，有關拍照時的注意事

項，請參閱附件。若照片不符合有關規定，學生可能需要補拍一輯新的照片。 

 

九、中一暑期英語銜接課程 - 英語夏令營 2020  (取消) 

1. 目的： 

 使學生能於多元化的英語環境中接觸英文，並讓小六學生適應中一的英語學習 

 以一系列輕鬆有趣的活動，令學生從聽、說、讀、寫中學習英語 

2. 日期：二零二零年八月三日至八月七日（共 5 天） 

3. 時間：上午 9:00 至中午 12:00（請於 8:45 前到本校 A 場集合） 

4. 地點：本校課室 

5. 服飾：整齊合宜便服及運動鞋 

6. 費用：港幣伍佰圓正 ($500) (9 月開學後拍咭繳費) 

7. 用品：自備文具 

8. 備註：如因身體不適或有要事，未能按時回校，家長請於當天早上八時前致電回校請假。 

詳情請參閱附件〈中一暑期英語銜接課程─英語夏令營2020單張及報名表〉 

 

十、中一新生及家長輔導日 

1. 所有中一新生均須穿著整齊的田家炳中學夏季校服，出席八月十六日（星期日）上午 9:00-下午

1:00 在學校禮堂舉行之「中一新生及家長輔導日」。 

2. 請中一新生家長預留時間，陪同  貴子弟出席是項活動，以協助  貴子弟盡早適應中學生活。 

3. 為鼓勵中一新生及家長瞭解田家炳中學，中一新生及家長可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二日（星期三）

至八月十五日（星期六）期間進入學校網頁，瀏覽本校資料並下載及細閱《學生生活守則及備忘》，

並於八月十六日（星期日）「中一新生及家長輔導日」當天，參加「田中知多少」有獎問答比賽，

為校園生活作準備。詳情如下： 

(a) 本校網頁 – http://web.tkpss.edu.hk/ -「最新消息」欄（Updates & 

Announcements） 

(b) 密碼（password）– parent 

 

chanyeehon
Line

chanyeehon
Typewriter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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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支持環保減碳及提升家校通訊效能，本校將以電子形式向中一家長發放通告。家長可透過智能

手機下載 Parent App，登入後便可查閱和簽覆電子通告。家長亦可透過此系統，接收突發事件訊

息及查詢學校收費紀錄。同學亦可利用智能手機開啟 Student App 查閱所有電子通告，適時提醒

家長簽覆。除手機外，家長亦可利用電腦，使用相關服務。Parent App 戶口資料 (登入名稱和密

碼) 將於八月初生效，請於首次登入後立即更改密碼，並妥善保管，切勿將密碼交予子女。 

 

 

十一、中一校園適應日 

1. 目的： 

 讓學生能初步建立人際網絡及認識田中的校園生活常規； 

 讓學生能為中學的學習節奏作好準備。 

2. 日期：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七日（星期一） 

3. 時間：上午 7:45 至 下午 1:00 

4. 集隊地點：四樓各中一課室 

5. 服飾：田家炳中學夏季校服 

6. 用品：自備文具、飲用水及拍攝學生照片費用（$12 (12 張) 或 $22(24 張)） 

7. 備註：同學必須準時出席所有活動，遵守紀律。 

     如未能按時回校，家長必須於當天早上八時前致電回校請假。 

 

 

十二、校園繳費安排 

學校採用「繳費靈系統」(PPS) 收取各項費用，詳情請留意繳費靈（校園智能卡）家長須知。另外，

八月十六日（星期日）之「中一新生及家長輔導日」亦會介紹有關安排。 

 

 

 

 

十三、開課 

1. 本校二零二零至二一新學年將於九月一日（星期二）上午八時零七分開課。學生須穿著整齊夏

季校服及於上午七時四十五分前到達屬班課室。請帶同須繳交的暑假習作回校交班主任收集，

但不用帶任何課本。 

2. 有關下學年編班及開課安排將於八月十六日之「中一新生及家長輔導日」公佈，煩請家長及

同學特別留意有關事宜。 

3. 如有查詢，請電 2673-1778 與本校校務處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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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特別活動及開課備忘】 

日期 活動 時間 地點 備註 

11/7 (六) 

 

家教會舊書買賣活動 0900-1030 禮堂  

14/7 (二) 

 

 

 

 

 

學科測驗 0900-1230 202-205 室 後備日：15/7 (三) 

詳情請參閱有關通告 購買校服（上午時段） 

購買英文科及數學科暑期作業 

預訂九月份午膳 

0900-1300 

0830-1100 

0830-1100 

小食部有蓋操場 

禮堂 

禮堂 

購買校服（下午時段） 1230-1600 禮堂 

3-7/8 

(一至五) 

 

中一暑期英語銜接課程 0900-1200 集隊地點： 

操場（A 場）(0845) 

請同學準時，穿著便服，並帶備紙筆等文具

回校。 

8/8 (六) 領取運動服 0830-1300 禮堂  

12-15/8 

(三至六) 

 

瀏覽本校資料， 下載及細閱 

《學生生活守則及備忘》 - - 

http://web.tkpss.edu.hk/ 

 

15/8 (六) 派發教科書 

領後補校服 

0900-1030 

0830-1300 

禮堂 

小食部有蓋操場 

後備日：22/8 (六) 

 

16/8 (日) 

 

中一新生及家長輔導日 

及中一編班公佈 

0900-1300 禮堂 請同學準時，穿著整齊的田家炳中學夏季

校服，並帶備紙筆等文具回校。 

17/8 (一) 

 

中一校園適應日 

拍攝學生照片 (帶備所需費用) 

0745-1300 

 

集隊地點： 

四樓各中一課室 

請同學準時，穿著整齊夏季校服，並帶備飲

用水、紙筆等文具回校。 

1/9 (二) 

 

開學日 0807-約 1200 

 

集隊地點： 

操場（A 場） 

請同學準時，穿著整齊夏季校服，並帶備紙

筆等文具（不用帶課本）回校。 

 

http://web.tkpss.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