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家長、各位同學：
2020/21 升中備忘
歡迎各位同學升讀本校，成為宣道中學的一份子。
由於本港目前疫情嚴峻，教育局已規定學校暫停實體聚集的學生活動。雖然
學校可在 9 月 1 日（星期二）如期開學，但也暫時不能讓學生回校進行面授教學，
直至教育局另行通告。故此，本校各項開學前的活動（包括新生日、中一課外活
動介紹）
、開學禮及開學後的課堂，都會採用網上直播方式進行。編班試也會透過
網上學習平台進行。相關詳情請參閱以下附件：
附件一：中一新生 重要日期須知
附件二：「網上測試平台」連結資料
附件三：中一課外活動計劃選班須知
為了確定學生及家長在家中能夠運用電腦／平板電腦／智能電話參與各項
開學前的活動，學生能夠進行編班試及網上直播學習，本校已為學生及家長安排
在 8 月 18 日（星期二）上午進行網上平台測試。（附件二）
中一編班試將延後至 8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透過網上學習平台進行，設
中英數三科測驗卷，每科作答時間約 30 至 40 分鐘，並設休息時間。詳情將以
eClass 電子通告另行通知。英文/數學科成績較佳的學生將分別獲編入英文拔尖班
/數學拔尖班；而英文拔尖班在英文科之外，綜合科學、人文通識兩科 均實施英語
教學。
課外活動報名延至 9 月 4 日截止（附件三）。請家長在 8 月 25 日至 9 月 3 日
期間，在本校網頁（www.cactm.edu.hk）觀看「介紹中一課外活動計劃」短片。
請家長及學生密切留意 eClass 電子通告及本校網頁的最新消息。家長若有查
詢，可致電本校 (2469 2080)。
祝
主恩常偕、身心康泰
宣道中學校長
吳聲展謹啟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五日
1920_112

附件一：中一新生 重要日期須知
日期、時間
8 月 11 日
早上 10:0011:00

重要事項

1.
2.
3.

4.
5.
6.

8 月 18 日
上午

8 月 21 日
上午

8 月 24 日
下午
8 月 25 日
至9月3日
8 月 27 日
上午 9:00 –
10:30
9月1日
上午 9:00 –
10:30
9月2日
(Day 1)
上午 8:20 –
下午 1:00
9月4日
(Day 3)

地點
領取課本及付款（適用於在光明書局訂書的家長） 有蓋操場
領取校服及付款
有蓋操場
收取資料：
有蓋操場
a. 「網上測試平台」連結資料
b. 「正向家長群組資訊」
c. 中一課外活動報名須知（申請表 4/9 前
交）
d. 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表格（按需要）
收集箱
交「拔尖班」回條
（可即場填寫或 14/8 前交校務處）
小食部 23335900
飯單處理 （按需要）
興福堂辦事處
興福堂暑期英文興趣班 （按需要）
24641623

7. 即場完成資訊科技網上問卷（掃描 QR code）
所有中一新生登入「網上測試平台」
，為 21/8 編班
試、27/8 新生日、1/9 開學禮及 2/9 開始的網上直
播教學作準備
 稍後透過 eClass 電子通告通知家長。
中一編班試（設中文、英文、數學測驗卷）
 家長需要為子女準備最少兩部「上網裝置」(例
如：電腦、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其中一部裝
置需要有視像鏡頭及拍攝功能。
 測驗形式及安排，稍後透過 eClass 電子通告通
知家長。
公佈分班名單
 1D 班 英文拔尖班
1C 班 數學拔尖班
1A 及 1B 班 平均能力分班
瀏覽短片 「介紹中一課外活動計劃」
家長填寫申請表，並請 9 月 4 日前交校務處收集
箱。(跨境生家長使用電子通告遞交)【詳見附件三】
中一新生日 - 簡介學校、與班主任會面
 詳情稍後透過 eClass 電子通告通知家長。

閱讀區
網上測試平台
【詳見附件二】

開學禮
 網絡直播、網上與班主任會面
 詳情稍後透過 eClass 電子通告通知家長。
正式上課 (網上直播教學)
 請留意學校網頁最新消息。

Zoom 網上平台

截收文件
a. 中一課外活動申請表
b. 學資處資格「審批証明」

學校校務處收集箱

網上測試平台

學校網頁
www.cactm.edu.hk
學校網頁
www.cactm.edu.hk
Zoom 網上平台

Zoom 網上平台

附件二：「網上測試平台」連結資料
請同學先在平板電腦安裝和智能電話安裝 Zoom Cloud Meetings (App Store / Google
Play) 或在 Windows 桌上/手提電腦安裝 Zoom 軟件 (https://zoom.us)，無需註冊及密
碼， 只需屆時輸入會議 ID：xxx xxx xxxx 或 連結 (選「使用設備音訊」)。
設備需具備鏡頭 (讓老師辨別點名)，若有需要，可採用程式中的「虛擬背景」以遮
蓋真實場景；設備亦需具備「咪」(可供發問時使用，絕大部分時間需設定「咪」為靜音)。
Windows 系統可用 Chrome 瀏覽器直接進入課堂： https://zoom.us/j/xxxxxxxxxx
1. 開啟 Zoom
2. 加入會議
3. 使用設備音訊
(必須在「加入會議」的第三行 輸入學生的姓名 以資識別 (如 Chan Tai Man)。如同學
需要同時使用兩個設備 [電話具備鏡頭及「咪」，而電腦具備較大熒幕]，請用同一名稱
加上備註以作辨認。(如 Chan Tai Man 1; Chan Tai Man 2)
第一次使用 Windows 電腦加入 Zoom 課堂需下載及安裝軟件；
第一次使用平板電腦需下載及安裝 Zoom Cloud Meetings (App Store / Google Play)；
任何裝置均無需註冊及密碼。
注意：
1. 所有同學請設定「咪」為靜音 (Mute) ，以免互相干擾。
2. 如聽不到聲音請觸及熒幕頂部/底部「加入音訊/加入語音」選項揀選「使用設備
音訊」/「以設備音訊撥出」，或需取消「喇叭」的靜音及調校合適的音量。

學校在 8 月 18 日（星期二）上午 10:00 – 下午 1:00 將開放 ZOOM
會議，讓同學進行測試：
會議 ID：675-493-1217
密碼：24692080
https://zoom.us/j/6754931217?pwd=Wm9udHNlWHAzR3VSWW1TT0JoK2RXUT09
如同學對使用 zoom 有疑問，歡迎在學校辨公時間致電學校 (2469 2080) ，聯絡資訊科
技技術員尋求協助。

附件三：中一課外活動計劃選班須知
中一課外活動派位機制：
1.
2.

3.
4.

5.
6.
7.

8.

供中一新生選擇的課外活動分 2 類 – 體育團隊、非體育團隊（包括音樂訓練班及
制服團隊）
。
學校將按照學生的意願及參與課外活動的經驗，同時因應各項課外活動的名額，為
中一同學編配 1 項課外活動。校方將聘請專業導師為同學提供音樂及體育方面的訓
練；制服團隊則由本校老師負責及安排學生參與相關團隊總會的訓練。
同學獲派某項活動後，若對其他活動有興趣，在不影響第一項活動訓練的情況下，
同學可額外申請多參加一項活動，但不可退出獲派的第一項活動。
所有訓練或課程為期 2 年（中一及中二）
。全部在放學後或星期六進行，每星期 1 至
3 次不等。同學必須出席所有訓練，並按校規交代缺席原因。不合理缺席者可能受
到處分。
為培養學生的恆心、毅力，並顧及各項活動的正常營運，學生在中一學年內不可轉
換課外活動。若有空缺名額，同學可在中一學期尾申請中二級轉換其他課外活動。
出席課堂時數會於成績表附頁展示。
不論體育團隊或非體育團隊，學生均須繳交學費。校方已津助部份導師費用，減輕
家長負擔。不同課外活動的費用有所不同，樂器班的學費及校方的資助較高（聘用
專業導師及採用小組教學）
，制服團隊的費用較低（不須聘任導師，由本校老師及相關團
隊總會負責訓練）
。
中、西樂器訓練班全年課節約 30 節，學費分上下學期收取。
凡成功入選者，將自動獲選為樂團團員及參與本校、聯校表演及比賽。

選班報名：
1. 新生必須在申請表填寫 5 項「非體育團隊」志願及 3 項「體育團隊」志願，校方會
按同學曾參與之訓練、獲獎成績、興趣及能力等，作為派位的考慮因素。
(註：若同學未能提供相關紀錄，若學生選報的活動項目同時有多人報名，校方較難
以其志願作為首選考慮。)
2. 8 月 25 日至 9 月 3 日期間，學生及家長請到學校網頁觀看「介紹中一課外活動計劃」
短片（包括各項活動的介紹、各種樂器的示範及說明）
，以便更全面了解校方的安排
及各項活動的特色，作出認真的選擇。
3. 同學必須提交「課外活動申請表」及表達希望參加的活動項目。學生/家長若未能依
時交表，校方將隨機安排活動。截止交表日期：9 月 4 日，交到校務處收集箱（跨境
生家長使用電子通告遞交）。
4. 本校有其他興趣學會，讓中三或以上級別的學生參加。
5. 除了校方已為各項活動提供資助，有經濟困難的同學可另外申請教育局的津助：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 額外資助額」：資助購買樂器或導師費用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 個人資助額」：資助團費/活動費/制服費
注意：同學必須達到指定出席率，才可獲得資助全部或部份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