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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8日 

 

(1) 學校簡介 

   

(一) 本校的願景與使命 

 

本校矢志延續天主教會對教育的貢獻，維護「真理」、「義德」、「愛

德」、「生命」及「家庭」五個核心價值，以及「望」及「救」的校訓，將其

傳授給青少年，為他們日後立身處世作準備，並以此作為本校的願景與使命。 
 

(二) 本校的宗旨 

 

本校的宗旨是依照本校的願景與使命去推動學校教育。透過下列方式，培

育以上核心價值： 
 

1. 尊重學校不同的持份者，並與他們合作，以完成學校願景與使命； 
 

2. 在校內要提供一個充盈著互信和關愛的家庭環境； 
 

3. 在學校的正規課程內，加設由辦學團體設計的宗教教育課程，並透過校內

經常舉辦的宗教禮儀活動培養公教精神；以及 
 

4. 有系統地於個人、學校、社區、國家及世界五個範疇，培育學生於靈、

德、智、體、群、美，此六育及學科上的知識，並引導學生走上持續發展

的道路。 
 

(三) 校訓 
 

「望、救」：懷著希望，迎接救贖；培育同學，救援他人。 
 

(四) 班級結構 
 

中一至中六級，每級開設 4 班；合共 24 班，全部為男生。由於受同區學生

的歡迎，故人數超過七百人。各級必修主科均以學生能力分組上課，以處理學

習多樣性。中四至中六級的高中課程多元化，共設 13個選修科。 
 

(五) 校舍及教學資源 
 

本校設有課室 24間，特別室 10間，除了科學實驗室、化學實驗室、生物實

驗室、物理實驗室、電腦室、地理室、美術室、音樂室、圖書館及多媒體學習

室，還有一所可容納 600人之大禮堂及一所小聖堂。 
 

本校於學校改善工程計劃後，設施更多元化，增加了運動科學實驗室、宗

教室、社工室、電腦室及多用途演講廳等。本校資訊科技軟、硬件均能追上現

代教育設施的步伐，所有課室均能使用 65 吋智能電視顯示屏或投影機教學，而

每位老師亦擁有手提電腦作教學及行政用途。學校各房間鋪設了無線網絡及無

線投映設施，學校亦備有充足數量的平板電腦予教師及學生使用作電子教學用

途，使學生能得到更佳的學習環境。此外，在有蓋操場及學校禮堂分別裝置了

一部 8.3m2及兩部 1.8m2的 LED全彩視頻牆，加強多媒體學習的應用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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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學與教 
 

本校中學文憑試成績表現理想，於 2019 年度校外評核報告亦讚賞學校在過

去三年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表現不俗；報告亦讚揚學校重視學生校內測考及公

開試表現的檢討，仔細分析評估數據，歸納學生的強弱項，並按級或班定出具

體的跟進措施，以評估促進學習。 

 

學校非常重視教育發展的新趨勢，特別是資訊科技教學及科學、科技、工

程及數學教育。外評報告讚揚本校自上周期起學校著力推動電子教學，以提升

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課堂互動，除資訊科技基礎建設外，學校引進不同的電子應

用程式和學習管理系統，教師普遍就學生的課堂表現給予鼓勵或讚賞，有助提

升他們的學習信心，亦能就學生表現給予具體回饋，幫助學生改善學習。各科

亦積極試行不同的電子教學策略，例如運用學科應用程式展示抽象概念、以平

板電腦協助進行實地考察活動等。外評報告亦讚揚學校設立「STEM 教育工作

小組」，引入外間支援，工作小組成員與支援人員協作發展 STEM 教學設計，

使教師從中汲取經驗；學生投入參與有關學習活動。學校亦藉不同類型的聯課

活動，例如主題周、參觀和比賽等，提高學生對科學、科技和數學的興趣，並

發展他們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學校非常注重學習的均衡與全面性，亦強調多元化的全方位學習經歷；外

評報告讚賞學校課程整體寬廣，初中課程涵蓋各個學習領域，高中更開設 13 個

選修科，涵蓋所有學習領域。在高中課時內更額外加入音樂科、視藝科和體育

科，以及舉辦學術周、班級經營活動、學會活動、社區服務和境外考察等。 

 

另外，外評報告亦肯定學校著力推廣閱讀，透過多元策略，例如「齊閱讀」

早讀時段、圖書館與科目協作的廣泛閱讀計劃、主題性閱讀推廣活動等，營造

閱讀氣氛及跨課程閱讀的提升。 

 

(七) 兩文三語 

 

英語學習介紹  

本校非常重視學生英語能力的培育。在師資方面，除了已有的外籍英語老

師外，本校亦會聘請兼職外藉英語老師教授不同興趣班，以加強英語學習的氣

氛。而本校的英語老師均已達到英語基準要求，當中超過六成老師更已持有本

科英語碩士學位。 

 

在課程設計方面，本校把新高中課程尤為重要的英詩、短篇故事、時事及

語言藝術等元素滲入主流課程，讓老師與學生都能為文憑試作好準備。 

 

在照顧學生學習英語能力差異方面，本校特別鼓勵教師間的協作和共同備

課，藉此優化課堂。此外，本校為學生開設英文科拔尖及補底課程，並成立課

程發展小組，專責為學生度身設計合適的教材及課程，以合學生能力及興趣，

務求收事半功倍之效。 

 

除了在課堂中推動學生學習英語之外，本校近年舉辦了不少多元化的英語

活動，努力營造豐富的英語學習環境，除了逢星期三英語閱讀時段及英語會話

日，本校還定期舉辦英語早會、英語茶座、英語話劇、英文周、英語辯論、英

語攤位遊戲、英語大使計劃、英語電影欣賞、聯校英語交流活動、星加坡學習

交流團及澳紐暑期英語交流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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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英語老師也訓練及帶領學生參加校際朗誦節及其他英語比賽，表現優

異，多次在香港教區(中學)英文科天才表演(話劇組)中獲前三甲，及於教育局(外

籍英語教師)舉辦的短篇故事寫作比賽取得優異成績，亦曾於校際朗誦節(集體朗

誦及獨誦)多次取得獎項。藉著以上種種英語活動，學生英語得以進步同時，他

們的自信心及對英語學習興趣均得以提升。 

 

中國語文及普通話學習介紹 

 

新高中選修科 

中文科自新高中學制以來，成為四個核心科目之一，除致力於栽培學生讀

寫聽說、思維、審美、自學和共通能力，提升他們對學習中國語文的興趣，並

培養他們的品德，加強對社會的責任感，增進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現行新

高中選修單元為「文化專題探究」及「新聞與報道」，除與必修部分互為緊扣

外，更使學生感受到語文與生活息息相關。 

 

提倡自主學習 

  為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讓他們能更積極、主動學習，並反思所學，

中文科透過電子學習平台如 GOOGLE CLASSROOM、QUIZLET、SEESAW、

KAHOOT! Challenge，增加學生在課餘時間自學的途徑，當中亦設有生生、師

生互動，有助學生利用回饋自我改善。 

 

照顧個別差異 

  中文科在中一至中五級均進行分組教學，降低師生比例；於中一、中二的

課堂內更加入喜閱寫意課程，以便加強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並提升學與教效

能。此外，中文科更為表現優異的學生開辦「演說班」、「讀書會」、不同主

題的「創意寫作班」，以培養他們的創意及進一步提高他們的寫作、閱讀及說

話能力。中文科亦積極安排高中學生參加校內及校外口語溝通練習，通過與他

校學生的交流，知己知彼。 

 

閱讀獎勵計劃 

  在推廣閱讀風氣方面，中文科與圖書館加強合作，舉行多項閱讀活動，如

「中文科廣泛閱讀計劃」、「讀書會」，安排學生參加「中學生好書龍虎榜讀

後感寫作比賽」、「中學生閱讀報告比賽」，藉着閱讀及撰寫讀後感想，從而

擴闊閱讀深度和廣度。此外，中文科亦推動學生參加市政局圖書館舉辦的讀書

會、友校主辦的「社區讀書會」等活動，使閱讀活動多元化。 

 

營造普通話語境 

  中文科亦於中一及中二級在課堂中選取一至兩個課題，以普通話施教，更

在每星期二的早會舉行普通話閱讀分享。為營造普通話語境，在課餘時間舉行

普通話午間活動、電影欣賞及點唱活動，並鼓勵學生與普通話老師在課餘時間

以普通話交談。 

 

多元語文活動 

  中文科每年均舉行中國文化周，透過比賽、講座、展板、書展、藝術欣

賞、專題研習活動，使學生加深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和了解。至於在課外活動方

面，中文科積極鼓勵表現優異的學生參加校外各種語文活動及比賽，當中亦有

多個項目獲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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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學生成長 

 

  本校致力培養學生天主教學校的五個核心價值。2019 年度外評報告讚賞學

校積極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已建立關愛校園。本校以訓育及輔導合一的理念

為軸，協助學生成長，並設雙班主任，以加強關愛同學，亦設有班主任會議及

級會議，協力緊密地關顧學生日常成長。 

 

  本校重視初中學生的培育，除有中一留校午膳措施外，亦推行「中一成長

宿營」、「中一先鋒領袖訓練計劃」、「明愛賽馬會社區伙伴計劃」、「積極

人生計劃」、「多元智能躍進計劃」及不同類型的班際和社際比賽；此外，其

他學習經歷組及各學會更推行「體藝科創展才華」計劃及安排不同類型之午間

活動予同學參與。 

 

學校成立小組聯席會議，包括輔導組、訓育組、宗教組、其他學習經歷組、

生涯規劃組和道德及公民教育組，帶領、統籌及監察學生成長支援服務，透過

整體策劃以及各相關小組和科組的工作協調，為學生提供配合其成長需要的支

援，務求令彩天的學生能健康、積極及全面成長，使學生透過參與班內及校外

活動，發展「靈、德、智、體、群、美」六育。 

 

  本校的「宗教組」本著天主教學校辦學的宗旨及價值，透過不同活動於個

人、家庭、學校、社會、國家及世界六個範疇上啟迪學生認識、體驗及實踐基

督正義和仁愛的精神。 

 

於靈性培育方面，「宗教組」和「輔導組」推展「生命馬拉松計劃」，藉

著服務及體驗，培育同學關愛生命。 

 

(九) 獎助學金 

 

  為獎勵學生在各方面的傑出表現，本校設有多項獎學金，包括彩虹獎學

金、彩虹最佳進步獎學金、家教會公開考試及課外活動獎學金、舊生會運動員

獎學金、陳永安先生獎學金、劉朱水英女士學業優異獎學金及恩慈之年學生活

動基金等。另亦設有助學金，包括劉朱水英女士助學金及起動彩虹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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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體育及課外活動 

 

田徑及欖球運動成績彪炳 

 

學校創校 55 年來，學生在各項運動的表現優異，歷年為學校獲得多個獎

項，可以說是黃大仙區體育運動成績優良的男校。 

 

首先在田徑運動方面，彩天學生表現卓越，55 年來在歷屆的香港天主教教

區中學聯校運動會，每屆均能夠保持團體成績首四名之內；在校際田徑錦標賽

(第一組)中戰績彪炳，在團體成績方面，曾經多次力壓傳統名校，威震學界，

明年更加是已經第 28個年頭在全港校際田徑最高水平的第一組作賽。 

 

此外，本校亦培訓了不少頂尖的香港田徑運動員，他們曾經多次打破香港

田徑紀錄，包括：現時香港百米飛人徐志豪先生(香港 100 米紀錄者)、于子猇

先生(前香港標槍紀錄者)及陳家超先生(前香港跳遠紀錄者)；而徐志豪先生更加

是香港百米代表香港參加 2012年倫敦奧運男子 4X100米比賽；在 2014 年之仁

川亞運中，徐志豪先生以刷新港隊最佳的時間 38秒 98，奪得銅牌。 

 

較早前任職飛機師之于子猇先生，在工餘時候繼續努力練習，多次再打破

香港標槍記錄，成為香港田徑運動界及香港運動傳媒爭相訪問對象，佈道他在

事業及運動兩方面之成就及努力，讓香港年青人學習及模仿的對象。 

 

近 10多年來，彩天學生在校際七人欖球比賽中，屢獲殊榮，多次獲得全港

校際獎杯，並且曾經接受多間報章訪問，成為近年來校際七人欖球比賽熱門學

校之一，威震學界。近年更有不少同學被香港欖球總會挑選成為香港欖球隊青

年隊成員，並且到海外交流及比賽，獲益良多。 

 

在其他校際體育運動比賽方面同學亦表現相當優異，例如游泳、足球、籃

球、乒乓球、排球、越野長跑、賽艇等項目方面，為學校奪得多個獎項。 

 

學生在本年度在校外體育運動比賽紀錄(2020-2021) 

 比賽名稱 主辦單位 日期 人數 成績 

1 十二峰綫上跑越野跑步

比賽 

香港相關商業機構-

九龍建業 

2021年 3月 1 中六甲鄭治堃同學獲得

15-18 歲組別冠軍 

2 2020-2021年度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

動員獎 

屈臣氏集團 2021年 6月 1 4C 梁梓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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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長通告第 1 號(二一至二二) 
 

各位新生家長： 

 

  歡迎 貴子弟進入本校就讀，成為天主教教區中學學生之一，接受天主教全人的教育。 

請各位家長注意下列事項： 
 

(一) 7 月 8 日(星期四) 
 

學生可自行到任何一間書局購買 2021-2022年度之課本，亦可透過偉發圖書文具有

限公司(代表天主教教區學校服務中心)代辦課本訂購服務。學生若選用校內遞交訂書

單或網上訂購服務，將可獲享 89 折的優惠。若自行到偉發圖書文具有限公司辦理訂購

及取書手續，將可獲享 92折的優惠。 
 

如選用校內遞交訂書單訂購服務之中一學生，請填妥訂購表格，於以下時間交回

學校的訂購書單收集箱： 
 

日期 時間 訂購書單收集箱地點 

7月 8日至 9日 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001室 

 

如選用網上訂購服務，請依訂書表格指引訂購。 

 

代辦書局將於 8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至下午 1 時於禮堂派發課本及收取訂購

課本之全數款項。而欠書會於 9 月 1 日(星期三)送回學校派發，如未能於 8 月 19 日取

書當天回校領取課本，請等候偉發圖書文具有限公司職員聯絡學生領取課本方法，沒

有選用網上訂書或放棄取書者均須以門市折扣 92 折在偉發門市購買。詳情請參考隨同

書單的課本訂購啟事。 
 

本校只負責安排代辦書局職員到校事宜，其他問題如涉及金錢等，請直接與書局

接洽。 
 

根據教育局通函 172/2015 號「課本、教材和學材分拆訂價」政策，家長亦可向教區學

校學生課本及作業服務承辦商(偉發圖書文具有限公司)或任何書商獨立購買個別課

本、教材或學材 (如補充練習等 ) ，家長可參考教育局「教科書資訊」網頁

(www.edb.gov.hk/textbook)的相關資訊。 

 

(二) 本校將於 7 月 13 日(星期二)晚上 6 時正舉行「中一家長晚會」，家長務必出席，亦歡

迎學生參加。 
 

(三) 7 月 13 日(星期二) 
 

  學生須於早上 8 時 45 分帶備基本文具、身份證及註冊日派發的「考試證」，回校

參加編班考試。請小心保存小六學生證，方便日後核對資料。如是日未能到校考編班

試者，請預早提交家長請假信及小五、小六成績表副本。 
 

如因天氣惡劣或傳染病流行等情況，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則是日之編班試將延

至下一個工作天舉行，測驗時間及其他安排如舊。 
 

學校將於 8 月 6 日(星期五)或以前公佈編班結果(實則公佈日期、方法及相關消息

將由學校網站發佈)。  
 

(四) 為加強學習的效度，中一級各主修科大部份班別將採用分組授課，敬請各家長垂注。 
 

(五) 為了進一步協助不同學習特性及能力學生強化學習基礎，學校會為有需要學生安排參

與不同研習小組，詳情可參閱有關通告。 

http://www.edb.gov.hk/text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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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為方便工作，學校將先收取下列費用： 

 1. 中文科及英文科暑期習作               $    47.00 (詳見下文第十項) 

 2. 暑期中一新生預習班    $  250.00 (詳見下文第七項) 

  合共 $  297.00  
 

請家長於 7 月 13 日前前往上海商業銀行任何分行存入所需費用，銀行資料請參照

附頁，並於該日(編班試日)連同存根及下列縮影本一併交回校務處：(1) 小五、小六成

績表；(2) 出世紙或宣誓紙；(3) 身份證；(4) 領洗紙(教友適用)。忘記帶備上述文件的

同學，請於三天內交回校務處。 

(七) 為使中一新同學能善用暑假，溫故知新，及對本校環境有初步認識，本校將在暑假為 

貴子弟舉辦為期 5 天的「暑期中一新生預習班」，所有同學必須參加。預習班內容豐

富，包括脊骨檢查、宗教迎新、正向歷奇訓練及英語活動等，費用$250。請鼓勵 貴

子弟積極參與，詳情請參閱「家長通告第 2號 (I)」及填妥夾附的家長回條。 

(八) 本校校服： 

本校校服雖由和建校服制服公司代辦，但家長亦可到任何公司、商店購買，只要

與本校規定之式樣、顏色相同便可。家長如欲向和建校服制服公司購買，請填妥附於

通告後的單張，於 7 月 8 日至 9 日(早上 9 時正至下午 4 時正)及 7 月 13 日(早上 9 時正

至下午 1 時正)，帶備訂金$100.00，向和建校服制服公司的工作人員訂購。訂購地點設

於 001 室，敬希家長留意。校服公司將於 8 月 17 至 18 日(星期二至三)派發校服及收取

餘款，如校服需要更換，亦可當場辦理。如未能於指定時間領取校服，請自行到和建

校服制服公司辦理。校服式樣規定如下： 

冬季： 灰長西褲、縫上布校章的白長袖襯衣、學校指定灰黑色羽絨校褸(在寒冷天氣警

告發出時必須穿着回校)、學校指定羊毛外套、抓毛背心、校呔、黑皮鞋、黑色

或深啡色皮帶及白短襪。  

夏季： 灰長西褲、縫上布校章的白短袖襯衣、黑皮鞋、黑色或深啡色皮帶及白短襪。 

(夏季校徽可於本校詢問處購買。) 

夏季及冬季運動服可在任何地方或向指定供應商和建校服制服公司購買，體育風

褸外套亦可在平時穿著，詳情請參閱附頁單張。校服款式已於學校網頁內公佈，請各

家長參照款式購買。本校禁止學生穿著不合規格之校服回校，亦不接受學生穿戴流行

飾物，敬請家長合作。 

(九) 特定用途收費： 

特定用途收費將於九月開學後通知家長，家長如有經濟困難，可於新學年透過班

主任向學校書面申請豁免。若有疑問，請向校務處查詢。 

(十) 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暑期習作： 

為使學生能善用暑假，溫故知新，學校現為中一新生集體訂購以下暑期習作，費

用折實價為 47元正，並將於 7月 13日(星期二)派發，有關資料如下： 

1. 中文科 (樂思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樂思中文至 FUN暑假 (第二版) (小六升中一) 
$22 

2. 英文科 (Excellence Publication Co. Ltd.) 

Excellence Summer Holiday Exercises - English 4th Edition (P.6 to S.1) 
$25 

3. 數學科 數學暑期作業 (小六升中一) 校本版本 $0 

 合共 $47 
   

 

學生須於暑假期間完成中文、英文及數學科暑期作業，並於 2021 年 9 月 2 日交回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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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學生證： 

學校將安排學生證製作公司於 9月 1日及 9 月 2日到校為學生拍照，製作 2021-2022年
學生證，同時，每名學生會獲得照片 12 張，其中學校會收取 4 張作行政用途。學生證
及相片費用為$22，將在雜費中一併收取。 

(十二) 2021-2022年度開學日期：9月 1日(星期三) 

(A) 9月 1日(星期三)上午 8時 30分開課，學生應於 8:25a.m.前回到學校，放學時間為

11:30a.m.，屆時務請 貴子弟穿着整齊夏季校服回校。當日只為開課儀式，故 

貴子弟無需攜帶課本返校。  

(B) 9 月 2 日(星期四)為「開學暨活動日」，學生應於 8:25a.m.前回到學校，並須穿著

整齊夏季校服，佩戴口罩回校。上課時間為 8:30a.m.至 11:30a.m.，學生亦無需攜

帶課本返校。 

(C) 本校校規刊印於學生手冊內，請各家長細閱及敦促 貴子弟入學後嚴格遵守。 

 

(十三) 上課時間： 

中一級及中二級： 

  夏令時間 

日期 時間 

3/9/2021 及 30/5/2022 - 10/6/2022 7:55a.m. - 1:25p.m. (星期一至四) 

 7:55a.m. - 1:15p.m. (星期五) 

冬令時間 

6/9/2021 - 27/5/2022 上午：8:10 a.m. - 12:45 p.m. 

 午膳：12:45 p.m. - 2:00 p.m. 

 下午：2:00 p.m. - 3:55 p.m. (星期一至四) 

            2:00 p.m. - 3:45 p.m. (星期五)  
 

中三至中六級： 

夏令時間 

日期 時間 

3/9/2021 及 30/5/2022 - 10/6/2022 7:55a.m. - 1:25p.m. (星期一至四) 

 7:55a.m. - 12:45p.m. (星期五) 

冬令時間 

6/9/2021 - 27/5/2022 上午：8:10 a.m. - 12:45 p.m. 

 午膳：12:45 p.m. - 2:00 p.m. 

 下午：2:00 p.m. - 3:55 p.m. (星期一至四) 

            2:00 p.m. - 3:10 p.m. (星期五)* 

*實際放學時間視乎學生成長活動時間安排。 
 

  為增强中一同學對學校的認識及歸屬感，以協助他們適應及投入校園生活，本校

於冬令時間推行中一留校午膳措施，同學必須留在課室午膳，詳情請參閱家長通告第

2 號(II)「中一學生留校午膳計劃 2021-2022」，而具體推行情況亦將於中一家長晚會

(7 月 13 日晚上 6 時正)於學校禮堂宣佈。 

 

(十四) 學校活動拍攝授權書： 

每年學校均舉行不同類型的課程及活動，活動期間，學校會以相片和/或影片形式，紀

錄活動情況。所有相片和/或影片，經篩選及剪輯後，會以不同形式在校內外展示、製

作刊物或網頁等。 

誠邀家長授權學校拍攝及使用相關相片和/或影片。請填妥夾附的學校活動拍攝授權書

家長回條。感謝家長對本校各項活動的支援。 

 

(十五) 為改善學校的設施，於暑假期間，學校將會進行多項維修工程，並會加設防禦及警示，

敬請回校的家長及同學小心安全，免生意外。 

 

 以上開學安排，將因疫情而作出更改，敬 請家長留意學校網頁及 eClass 電子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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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長通告第 2 號(二一至二二) 
 

敬希各家長注意以下(I)及(II)項為中一學生必須參與的活動。 

 
 

(I) 暑期中一新生預習班 
 

  為使中一新同學能善用暑假，溫故知新，及對本校環境有初步認識，本校將在暑

假為 貴子弟舉辦為期五天的「暑期中一新生預習班」，所有同學必須參加。預習班

內容豐富，包括脊骨檢查、宗教迎新、正向歷奇訓練及英語活動等，而本校校董黃施

博脊醫亦會免費為同學檢查脊骨。預習班詳情如下： 

 

日  期﹕7月 19日(星期一)至 7月20日(星期二)  及 8月17日(星期二)至 8月 19日(星期四) 

時  間﹕9:00a.m. - 12:00n.n. / 1:00p.m. – 4:00p.m.（每天上課時間表將於 13/7 派發） 

地  點﹕課室、禮堂及操場  

費  用﹕$250  

 

  敬希各家長能鼓勵 貴子弟積極參與。此預習班已獲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資助

活動經費，如有需要及符合其條件，家長可申請資助全部學費；如不符合有關條件，

但經濟上有困難，亦可呈交信件向學校申請資助。請填妥回條並最遲於 7月 13日(星期

二)交回校務處。  

 
 

(II) 中一學生留校午膳計劃 2021-2022 
 

  對中一同學來說，中學生活既是一個重要的轉變歷程，也是一個新挑戰。由於學

生將接觸新的環境事物，故經常遇到很多適應問題。為協助 貴子弟能盡快適應及投

入學校生活，善用午膳時間，在教育局恢復全日上課及准許學生留校午膳下，本校今

年度將繼續推行「中一學生留校午膳計劃」，詳情如下﹕ 

 

目的 

1. 指導中一同學善用午膳時間進行課外活動及學習。 

2. 增強中一同學對學校的認識及歸屬感。 

3. 增強中一同學互相溝通的機會，以建立同學間的凝聚力及培養團體精神。 

4. 提供多元化學校活動，促進學生成長。  

 

日期及時間 

日期﹕容後公佈 午膳時間﹕12:45p.m.至 1:15p.m. 

地點﹕中一課室 活動時間﹕1:20p.m.至 1:45p.m 

 

推行形式 

1. 所有學生須留校午膳及遵守相關的防疫措施。 

2. 學生可選擇由校方代訂飯盒、自攜飯盒或由家人將飯盒送來學校。學校設有蒸飯

機、微波爐及雪櫃供學生使用。為方便管理，學生若由校方代訂飯盒，將以月訂

方式，但中途不可退出，訂飯餐單於計劃開始前約一至兩星期派發，而繳費詳

情，容後公佈。 

3. 午膳後，校方除安排多元化文娛康樂活動外，亦會進行各方面教育及輔導活動。 

4. 除特殊情況，學生在整段午膳時間不得離開學校。 

本計劃的意義不在於強制同學留校午膳，而在於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增加同學

的溝通機會，學習人際相處技巧，提高適應力，有利日後的成長發展。故此，懇

請各家長衷誠與學校合作。如有任何查詢，可賜電 2320 3594與計劃負責人梁錦鴻

主任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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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長通告第 3 號(二一至二二) 
 

敬啟者：   

  本校所有學期初經校方處理的大額收費項目(課本、午膳等收費除外)均採用電子繳費系

統AlipayHK「支付寶香港」收費，校方基本上不會處理支票及現金之交收，希望可以使繳

費程序更加簡易，以便利家長繳費及學校行政。假如家長對繳費方式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320 3594向校務處查詢。 
 

 

(一) 有關下載和安裝E-CLASS App智能手機應用程式(家長版)方法，步驟如下： 

(A) 下載 E-CLASS App  

(I) Android智能手機： 

從 Google Play Store下載 Android版本 

使用你手機上的應用程式 Play商店下載並安裝 E-CLASS App； 

(II) iPhone智能手機： 

從 iTunes App Store下載 iPhone版本 

  使用你手機上的應用程式 iTunes App Store 下載並安裝 E-CLASS App； 
 

(B) 登入 E-CLASS App 

(I) 開啓 E-CLASS App，輸入以下資料： 

一、學校名稱：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Choi Hung Estate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 

二、 家長登入名稱：小楷“p” + 學生註冊編號    

例：學生註冊編號=81230，家長登入帳戶即= p81230 

三、 密碼：學生的身分證號碼頭六個字，包括頭一個英文字母  

如第一個是英文字母，請使用大楷英文字母，例：Z12345 

(II) 登入後，E-CLASS App 會顯示「我的帳戶」頁面，列出 貴子弟的帳戶資料，

包括姓名、班別、學號。 

(III) 登入程序順利完成後，以後進入 E-CLASS App 時無需再次輸入登入名稱或密

碼。 

(IV) 家長可於 9 月 2 日(星期四)開始使用上述應用程式。如有任何疑問，可在 7 月 13

日家長晚會時查詢。 

 

(二)  電子付款系統繳費流程： 

        學校以「電子繳費通告」通知家長將要收費的項目、金額及轉賬日期。 

家長查看學生賬戶是否有足夠金額繳交費用，若不足夠，請在通告所示的轉賬日期前把

所需金額增值到學生賬戶內。 

        家長於繳費通告所示轉賬日期， 透過手機程式 eClass Parent App 或登入學校內聯網 

(http://eclass.choihung.edu.hk) 進行電子簽署，系統會直接從學生賬戶內進行轉賬，以完

成繳費手續。[詳情請參閱附件] 

有關簽署電子繳費通告程序可參考以下網上影片(1:11-2:47)： 

 

 

 

 

 

 

 

 
 
 https://youtu.be/-Y0oGMUqK_Y 

http://eclass.choihung.edu.hk/
https://youtu.be/-Y0oGMUqK_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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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家長通告第 4 號(二一至二二)  
 

敬啟者： 

惡劣天氣下學生上課安排 

1. 熱帶氣旋安排： 

遇到熱帶氣旋或持續大雨，依教育局指引，學校會有以下安排： 

熱帶氣旋 學校上課安排 

當天文台發出一號 

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除非另行通知，學校會照常上課 

當天文台發出三號 

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除非另行通知，學校會照常上課 

當天文台發出八號預警／ 

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學校會停課 

 

暴雨警告信號 學校上課安排 

黃色  除非另行通知，學校會照常上課。 

紅色或黑色  

(i) 在上午 5時 30分

至 6時前發出 

 學校會全日停課。 

 未離家上學的學生應留在家中。 

(ii) 在上午 6時至 

8時前發出 

 學生無需上課。 

 未離家上學的學生應留在家中。 

 如學生在上學途中獲悉停課，宜觀察雨勢、道路、斜坡或

交通情況，以決定是否繼續前往學校。 

 已返抵學校的學生會留在校內，直至情況安全才回家。 

 家長無需急於到校接子女回家。 

(iii) 在上午 8時至 

下午 1時前發出 

 學校會繼續上課，直至正常放學時間為止； 

在安全情況下，學生方可回家。 

 學生須留校午膳，並請自備乾糧。 

(iv) 在下午 1時或 

以後發出 

 學校會繼續上課，直至正常放學時間為止； 

在安全情況下，學生方可回家。 

2. 其他事項： 

2.1 遇有惡劣天氣，家長應留意電台、電視台或手提電話應用程式「香港政府通知

你」 

的公佈。 

2.2 因應區內天氣、道路、斜坡及交通情況，家長可自行決定應否著子弟上學。如家

長認為區內天氣、道路、斜坡或交通仍未完全恢復正常，則應著子弟留在家中。

家長必須盡快知會校方。 

 

2.3 如因天氣、道路、斜坡或交通情況惡劣以致無法返校或遲到的學生，學校會另行

安排校內測驗或考試，在這特殊情況下，學生不會受到處分。 

                            
 

此致 

各中一新生家長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校長何家欣謹啓 

 

二零二一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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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使用AlipayHK「支付寶香港」增值學生智能卡戶口常見問題 
 

1. 如何註冊? 

答：用手機號碼註冊即可體驗電子支付：(i) 打開AlipayHK App，按【新用戶註冊】，輸入手

機號碼，再按【註冊】(ii) 透過手機短訊(SMS) 接收註冊驗証碼，然後於AlipayHK app 內輸入

驗証碼即可完成註冊。 
 

2. 用手機號碼註冊有限制嗎? 

答：主要有兩個限制：(i) 不適用於已註冊過AlipayHK 賬戶的號碼(ii) 一個香港電話號碼只可

以註冊一個AlipayHK 賬戶，如果顯示「被佔用」就代表該號碼已被註冊過，建議換另一號碼/ 

回註冊過的賬戶資料再嘗試。 

 

3. 電話註冊過支付寶中國賬戶，可否開AlipayHK 賬戶? 

答：可以。你可以直接用支付寶中國賬戶及密碼，按【登入】後填寫香港電話號碼，再按

【立即激活】，即能成功登記AlipayHK 賬戶。 

 

4. 電話註冊過支付寶中國賬戶，可否開AlipayHK 賬戶? 

答：可以。你可以直接用支付寶中國賬戶及密碼，按【登入】後填寫香港電話號碼，再按

【立即激活】，即能成功登記AlipayHK 賬戶。 
 

5. 曾在淘寶註冊過AlipayHK 賬戶，可否直接登入? 

答：可以，有兩個方式登入：(i) 如手機已安裝淘寶App，即可於AlipayHK App 按【淘寶用戶

快速登入】後按頁面提示操作(ii) 如果並未安裝淘寶App，即可於AlipayHK App 按【其他登入

方式】，用淘寶賬號及密碼登入。你亦可以直接經淘寶賬號所對應的支付寶中國賬戶及密碼

登入。 

 

6. 是否必須要認證身份? 

答：為方便大家體驗電子支付，普通用戶用電話號碼登記則可做日常交易，如果想得到更全

面的功能才需要應監管需求提供相應個人資料。AlipayHK 除受香港私隱保護條例管制外，亦

會經過加密處理防止資料被盜用，確保用戶資料安全。 
 

7. 如何設定支付密碼? 

答：成立AlipayHK 賬戶時系統會自動帶領用戶設定支付密碼，如果用戶忘記密碼，則可以嘗

試以下方法： 按【我的】-【設置】-【密碼設置】，新密碼重設成功後會立即生效。 

溫馨提示：AlipayHK 的登入密碼與支付密碼並不相同，敬請注意。 

 

8. 如何更改密碼? 

答：按【我的】－【設置】－【密碼設置】，選擇需要重設的密碼類型，然後按頁面提示操

作。如果你忘記原有支付密碼，請按賬戶的認證狀態上傳不同的憑證，人工審核通過後會為

你重設支付密碼。 

溫馨提示：AlipayHK 的登入密碼與支付密碼並不相同，敬請注意 
 

9. 港幣餘額支付金額限制 

答：如你未上傳證件認證，單筆消費額度為HK$ 3,000，年消費額度為HK$ 25,000； 如你已完

成中級認證，單筆消費額度為HK$ 5,000，年消費額度為HK$ 100,000； 如你已完成高級認

證，單筆消費限額不限，年消費限額亦不限。 

 

有關 AlipayHK 的使用問題，可致電 2245 3201 (星期一至星期日，9:00am - 9:00pm)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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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獲悉 貴校發放的家長通告第 1、2、3及 4號(二一至二二)有關事宜，並就第 1號有關學校活

動拍攝授權書、第 2 號有關將於暑假推行「暑期中一新生預習班」、第 3 號有關下載和安裝 E-CLASS 

App智能手機應用程式(家長版)方法及第4號有關熱帶氣旋及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時的安排，作以下回覆： 

 

(學校活動拍攝授權書) 
 

 本人已了解「學校活動拍攝授權書」內容，現授權學校對 敝子弟的參與活動情況進行拍攝紀

錄，並同意學校把有關的相片和/或影片，以不同形式在校內外展示，並製作成刊物或網頁等。 
 

 本人已了解「學校活動拍攝授權書」內容，但不同意有關安排，原因是  

   

 

 (暑期中一新生預習班) 
 

 本人同意小兒(考試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參加， 
 

  本人不需申請資助。  

  本人需要申請資助，並提供下列資料，以便由校本課後學習支援/學校資助全部學費。(請接

續填寫以下部份) 

 本人現正領取社會綜合援助 

 小兒在小六時領取學生資助全費津貼 

 本人並不符合以上條件，但有以下經濟困難： 

   

   

(本校會為上述資料保密，以確保個人私隱。) 
 

 本人不同意小兒(考試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參加，原因如下： 

   

   

 

(紅色暴雨下接送安排意向) 
 

為了讓本校學生在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發出及安全的情況下，獲得妥善及安全的離校安排，現邀請

家長在下列適當位置上加上「」號，選擇 貴子弟在上述情況下的離校方式。 
 

 讓同學自行回家 
 
 要求同學留在學校，直至家長或監護人到校接送方可離校 

 

各班主任將會根據家長的意願作出統計，並在日後在出現上述情況時為同學作出最為妥善及安全

的離校安排。 
 

此致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何家欣校長 

         家長簽名：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聯絡電話：     

日        期：     

 

(請在適當內加上號及寫上考試編號，並將回條於 7月 13日當日於中一編班試完結後交回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