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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書院 (01-2021/2022) 
 

敬啟者：新學年開始，本校在教學和學生事務兩方面均有修訂，請各位家長細閱此通告，以了解  貴子

弟在校之情況。 
 

 

一 中六級統一測驗 

中六級統一測驗將於九月三日至九日進行，測驗時間表已於早前發放，敬請留意。 

 

二 學生資助/學生活動支援津貼/富善 KYC 慈惠金 

a. 學生資助辦事處為經濟上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書簿、車船及上網費津貼。如需申請 2021-2022 年度書簿/

車船/上網費津貼之「新申請」家庭，可向校務處索取「學生資助計劃」申請表格 A，家長亦可向民政

事務處索取表格，每個家庭只需填寫一份申請表。填妥後，請直接寄往學生資助辦事處。如已遞交

2021-2022 年度申請表格，並已獲學生資助辦事處發出「資格證明書」的學生，請於 2/9 將填妥的表格

交回班主任辦理。如申請人家庭於近期發生嚴重的經濟困難，如家庭成員失業、患嚴重疾病等，而希望

酌情處理者，必須寫信並附上相關的證明文件向校方申請，並在 6/9 或之前交回班主任辦理。至於曾在

2020-2021 學年獲發學校書簿津貼而申請 2021-2022 學年津貼的學生，應於 8 月收到學生資助辦事處發出

「申請結果通知書」。中二至中六學生不需要將此通知書交回學校。中一學生須於 2/9 將「申請結果通知

書」的影印本交回班主任。 

b.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為鼓勵有經濟困難的學生參加各項活動，使他們不會因為未能支付學校舉辦或認

可的學習活動的費用(如：交通費、活動費、入場費、住宿費等)而錯過各項體育、德育、智能、社會服

務及職業體驗等開展身心的訓練機會而設立。活動地點可包括本地、內地或海外。詳情請參看通告

02-2021/2022。 

c. 富善 KYC 慈惠基金(見第 6 頁) 

三 學生攜帶手提電話回校 

近年，手提電話的功能倍增，如拍攝、錄影、錄音等，學生若使用不當，不但影響在學校的學習，更干擾

校園內的學習氣氛；而且，手提電話屬貴重物品，須小心保管以防遺失，故此，本校不鼓勵學生攜帶手提電話

回校。學生如需攜帶電話回校，請於上課前將電話關掉並存放於班房個人貯物櫃內，如學生於上學期間攜帶及

使用電話，將會被罰，詳情請參閱學生手冊第三頁第六項。 

若遇緊急事故，家長與學生需要即時聯絡；家長可致電學校(2660-8308)，學生亦可借用校務處的電話。 

 

四 學生健康服務計劃 

衛生署設立學生健康服務，另有簡介以供參考。此計劃包括身體檢查、健康評估、個別健康輔導及健康教育，

幫助學生健康成長和及早識別健康問題，故鼓勵學生積極參加學生健康服務。請學生家長填妥參加表格，不論參

加與否，均須於 2/9 交回班主任。 

五  急症室服務收費事宜 

醫院管理局公布的「急症室服務收費」條例已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開始生效，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八日起，

急症室收費為 180 元。在校期間，如學生需要接受急症服務，本校將會按一貫程序召救護車到校，送學生到公立

醫院接受治療。學生接受急症服務後，將獲發一張「繳費通知書」。如未能即時繳費，學生或其家長可選擇於日後

繳費；若有經濟困難，可利用現行的減免機制，向公立醫院醫務社工申請減免醫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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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預防傳染病須知 

根據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的公佈，一些傳染病例如手足口病、水痘、流感及登革熱等不時於院舍及學校爆發。

因此，學校在新學年開始前已徹底清洗及消毒校園，亦會促請全校學生/教職員注意個人及學校環境衛生。 

為保障學生健康，我們籲請各位家長除了保持家居清潔衛生，亦須提醒  貴子弟時刻保持個人及校園環境

衛生，以及注意以下各點﹕ 

 如子女有腹瀉、嘔吐及皮疹病徵，應盡快求醫；如有發熱、喉嚨痛、咳嗽或類流感徵狀，必須立即

戴上口罩和盡早求診，且須通知學校及留在家中休息，按照醫生的病假指示或直至徵狀消失及退燒後

至少兩天（以較長者為準）才可回校。 

 如子女感染手足口病，應留在家中休息，直至發燒消退及水疱乾涸、結痂後，才可回校上課。作為

額外預防措施，如致病原確定為 EV71 型腸病毒，應在所有水疱變乾後兩星期才可返校。 

 如子女有不適或須留院觀察，需立即通知學校。學校在有需要時會向衛生防護中心或有關部門呈報

學生的情況及聯絡資料，使防控傳染病的工作可更有效地進行。 

 遇有子女在校內不適，應與學校通力合作，將患病子女盡早從學校接走，並即時求診。 

 為子女提供手帕或紙巾，並提醒子女不應與他人共用毛巾或紙巾。 

 提醒子女保持雙手清潔，打噴嚏或咳嗽時應掩著口鼻及妥善棄置用過的紙巾。 

若有學生因病缺課，學校會盡量為他們提供學習支援，使他們不會因缺課影響日後的學習進度。我們再次

籲請各位家長通力合作，保持家居清潔衛生，並時刻提醒  貴子弟注意個人衛生，做好一切預防傳染病的措施。  

七 體育課 ─ 身體健康查詢 

體育科(包括游泳訓練)是本校課程的一部份。其主要目標在透過各種運動技巧和知識的學習，使

學生達到良好健康、體能和身體協調。惟各位家長必須留意學生如患上一些疾病，例如心臟或血管疾病、肺結核、

創傷未癒，內臟疾病例如腎、肝、腸、疝、胰、膽等及急性之感染例如：扁桃體炎、支氣管炎、中耳炎等，均

不宜參加體育活動，經註冊醫生認可者例外，惟必須呈交醫生證明書，並列明可參與之體育活動。 

貴子弟如患有上述或其他未列明之疾病，而欲校方長期或暫時豁免上體育課及參與聯課活動者，請在體育課

家長同意書及學生病歷表(見學生資料表背頁)上申明理由，並附上註冊醫生證明書，以便辦理。如各位家長現時

同意  貴子弟參與體育活動，日後發現  貴子弟身體不適而需暫時或長期停止體育活動者，請立刻以書面通知

本校體育科老師。 

各位家長如對  貴子弟之健康是否適宜參與一般之體育活動有所懷疑，應盡快請註冊醫生診斷。請家長填

妥體育課家長同意書及學生病歷表，並於 2/9 交回班主任。 

部份體育課將於校外公用場地進行，請各位家長垂注。 

八 「即欠即留」 計劃（中一至中五學生適用） 

為協助 貴子弟培養準時交功課的習慣，本校學生學習支援委員會於本年度全面復課後繼續推行「即欠

即留」計劃。若學生當日欠交功課，需即日放學到留堂室補做功課。學校高度重視學生交功課的學習習慣，如

留堂當日與聯課活動/補習/功課輔導班相撞，欠交功課之學生必須在「留堂室」完成功課後，才能參加當天其

他活動或補習。如學生於欠交功課當天放學後需出席由老師安排之補課或測驗，則需於補課或測驗完畢後立即

到「留堂室」報到，否則將受處分。負責老師會在留堂學生手冊通訊欄內登記學生留堂紀錄以及離開時間，

請家長閱畢後在欄位內簽署。如學生缺席留堂班，學校會於當日致電通知家長。敬希家長督促並鼓勵 貴子弟

每天準時完成課業，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 

由於現時只有半天復課，故「即欠即留」計劃會延遲推行，留堂班會暫停，唯欠交功課仍會有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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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聯課活動報名  

請參閱有關聯課活動報名的資料，並按意願選擇合適的聯課活動，於九月二日至六日經 eClass報名。中一至

中三級同學必須參加至少一項聯課活動，中四至中六級同學則自由選擇參加與否。如同學已是舊會員，本學年

希望繼續參加，也必須經 eClass報名。 

十 電子通告事宜 

為了讓家長更方便檢閱及簽覆通告，並簡化學校行政工作及響應環保，本校現推行以智能手機平台發放

電子通告的措施。使用智能手機的家長更可利用e-Class Parent App收取由學校發出的即時訊息，以加強與學校的

聯繫。為避免影響學生課堂學習及參與活動，請各位家長在接收到電子通告後三個工作天內簽覆。 

全校性、全級性及全班性通告將以電子通告方式發放給家長，而現時上載於學校網頁的通告發佈方式仍會

沿用。個別家長如仍需紙本通告，可向馬綺雲副校長查詢。 

至於只發給指定學生的通告，如校隊、興趣班及小組等活動通告，仍會使用傳統的紙本通告發放給家長和

學生，而不會以電子通告方式發放給家長或上載於學校網頁，請家長及同學留意。 

一般通告類別﹕ 

1) 本校電子通告將會有以下的類別： 

通告類別 發放對象 例子 備註 

家長不用選項， 

只需確認已知悉 

全校∕全班∕全級/ 

個別學生 

流感高峰注意健康/  

缺點通告* 

家長瀏覽此類通告後，毋須於

系統上作出選擇意向，只需簽署

確認便可。 

家長須回覆選擇 全校∕全班∕全級 校外活動 

家長瀏覽此類通告後，須於系統上

作出選擇(如參加、不參加；同意、

不同意等)及回覆，最後簽署確認。 

           *詳情請參看家長手冊第15-18頁 

 發放電子通告編號例子: 

e-Class收費/其他： (08-2021/2022-e), 

家教會： (PTA01-2021/2022-e), 

  請各位家長留意通告編號的 “-e”表示通告以「電子形式」發放。 

 

2) 本校會按特殊情況及需要，發放紙本通告： 

 只發放紙本通告編號例子:  

即時收費：(08-2021/2022),  

家教會  ：(PTA01-2021/2022) 

e-Class 登入密碼/ 回條簽署樣式: 

為確保家校聯繫暢順，請家長確保子女不會擅用家長密碼或冒充家長簽署回條，如發現學生不誠實使

用家長手機，學生將會被記小過一次。請家長妥為保存eClass私人登入密碼，並在學生手冊頁一清楚簽署

日後採用的簽名樣式。 

若家長對使用eClass或簽覆電子通告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本校(電話：26608308) 校務處查詢。   

 十一 有關「拍攝學校活動照片及錄像」事宜  

學校經常會在校園和校外活動中進行拍攝或錄影，以製作學校刋物、網頁及教學影片； 貴子弟之肖像亦

可能會出現在上列媒體之中。倘若各位家長對此安排有任何疑慮，歡迎向馬綺雲副校長查詢。 



 

頁 4 / 6 

十二 有關向學校教職員致送禮物事宜 

本校規定，校董/教職員在執行校務時不可索取或接受任何禮物、金錢或其他形式的利益，以維護本校

的清廉形象。家長向校董/教職員致送禮物，原屬一番好意，但為避免造成送禮風氣，甚至引起外界誤解或發

生尷尬情況，影響家長以及有關校董/教職員的聲譽，故懇請切勿致送禮物或提供利益予本校校董/教職員。 

作育英才乃教師之責任，學生在品學上有進步，即教育專業人員之最大回報，本校竭誠希望所有家長支持

本校的廉政方針。假若遇有本校校董/教職員向閣下索取利益，請盡速通知校監/校長。 

十三 防止校園性騷擾政策事宜 

救恩書院本著聖經真理與神的愛，為每位學子提供優質的全人教育。故此，本校致力為教職員和學生締造

一個兩性機會平等和沒有性騷擾的工作及學習環境。本校已制訂「防止校園性騷擾政策」，並已上載學校網頁，

請家長及學生到下列網址查閱。如有查詢，可直接與周家駒校長聯絡。

（http://www.kyc.edu.hk/web_adm/PolicyPreventingSexualHarassment.pdf） 

收費事項 
 

十四 中四至中六級堂費事宜 

    本校 2021-2022 年度堂費已獲教育局審定，中四至中六級之堂費，全年為＄340，將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份，

透過 eClass 智能卡繳費系統一次過收取。 

十五 拍攝「學生證件相」 

在開學班務日(2/9)，校方會為中二至中六學生提供拍攝「學生證件相」服務，費用為$13 八張，學生需

穿著整齊校服拍照。相片費用將透過 eClass 智能卡繳費系統收取。 

十六 影印服務 

本校圖書館設有以八達通收費之影印服務及列印服務，學生需自備八達通。影印 /列印收費：黑白

每張$0.5，彩色每張$2.5。 

十七 訂閱英文報章、雜誌 

為鼓勵學生積極學習，關心時事，並提高學生的語文水平，本校特為學生訂閱電子版英文報章、

雜誌，以供日常閱讀、擴闊對本地及世界時事的認識，以及完成學校新聞評論課業。詳情如下：  

英文報章及雜誌 

級 別 日 期 日數 報 章 每位 

中一 至 中三 10/2021 至 5/2022 全年 The Junior Standard (Digital) HK$ 88 

中四 至 中五 10/2021 至 8/2022 全年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igital) 
HK$ 150 

中四 至 中五 10/2021 至 5/2022 全年 The English Channel HK$ 120 

中六 10/2021 至 1/2022 全年 The English Channel HK$ 60 

 

各級每位同學應付款項： 

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共付 HK$88 HK$88 HK$88 HK$270 HK$270 HK$60 

上述款項將透過 eClass 智能卡繳費系統收取。   

http://www.kyc.edu.hk/web_adm/PolicyPreventingSexualHarass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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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簿費及雜費 
有關本學期各級學生簿費及雜費，詳列如下：  

單  價 

S.1 S.2 S.3 S.4 S.5 S.6 

數量  共銀  數量  共銀  數量  共銀  
數

量  
共銀  數量 共銀  數量 共銀  

學生手冊 @$8.0 1 $8.0 1 $8.0 1 $8.0 1 $8.0 1 $8.0 1 $8.0 

單行簿 @$1.0 13 $13.0 13 $13.0 9 $9.0 10 $10.0 8 $8.0 7 $7.0 

數學簿 @$2.0 4 $8.0 4 $8.0 4 $8.0 4 $8.0 4 $8.0 3 $6.0 

長單行簿 @$6.0       1 $6.0 1 $6.0 2 $12.0 

地理簿 @$2.7 1 $2.7           

單行紙 @$12.0 1 $12.0 1 $12.0 1 $12.0 1 $12.0 1 $12.0 1 $12.0 

原稿紙(二十張) @$5.0 1 $5.0   1 $5.0   1 $5.0 1 $5.0 

兩孔文件夾(LW320) @$3.5 6 $21.0 6 $21.0 5 $17.5 5 $17.5 5 $17.5 5 $17.5 

文件套(E310) @$2.5 2 $5.0 2 $5.0   2 $5.0 2 $5.0 2 $5.0 

詩集-美樂頌(新生適用) @$100.0 1 $100.0      

中一級成績表套@$15.0 1 $15.0      

中一級視覺藝術科-12 色廣告彩@$54.0 1 $54.0      

個人學習概覽開戶費(新生適用) @$60.0 $60.0      

特定用途收費 (全年)*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125.0 

社費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學生會會費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Class 智能卡 @$22.0 $22.0   $22.0   

合      計 $605.7 $347.0 $339.5 $368.5 $349.5 $227.5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家庭或「學生資助辦事處全額津貼」的學生將獲豁免收費。 
    
 

十九 首次儲值金額 

級別 S.1 S.2 S.3 S.4 S.5 S.6 

堂費    $ 340.0 $ 340.0 $ 340.0 

學生證件相 $13.0 $13.0 $13.0 $13.0 $13.0 $13.0 

簿費及雜費 $605.7 $347.0 $339.5 $368.5 $349.5 $227.5 

報章 $88.0 $88.0 $88.0 $270.0 $270.0 $60.0 

第一學期各級最低儲值金額 

(請另加 e-Class 增值行政費$2.2/$3.4) 
$706.7 $448.0 $440.5 $991.5 $972.5 $640.5 

為方便學校行政，請各位家長於 9 月 28 日前

為學生智能卡預先增值 
$1,100 $1,100 $1,100 $1,500 $1,500 $1,500 

 
因增值的金額需時兩個工作天，才能轉入學校繳費系統，學校將於 9 月 30 日從學生戶口中扣除上列所需費用。

每次透過電話、網上或現金為智能學生證增值，易辦事公司均會徵收$2.2(電話、網上)或$3.4(現金)之行政費，該
行政費用將由家長繳付；請務必多存入款項，以免在扣除行政費後，戶口沒有足夠結餘支付各項費用。（詳情請參考
家長手冊第 11 至 12 頁）。 
 

  請填妥回條，著  貴子弟於 2/9 (星期四)交回班主任。 
  
  此致 

各位家長 

                      校長  
 

謹啟  

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  
  



 

頁 6 / 6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富善堂 

親愛的家長： 

富善ＫＹＣ慈惠基金 

 本着基督耶穌的愛，「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富善堂」及「崇真會救恩堂」自 2005 年起設立

「富善ＫＹＣ慈惠基金」，旨在協助在家庭經濟上有困難的「救恩書院」學生減輕負擔，並感

受教會的關愛，務使其能專心向學。有關詳情如下: 

1. 申請項目： 

第一項：因「突發事件」而引致家庭經濟陷入困境。 

第二項：因家庭經濟困難而未能負擔「非經常性開支」，如考試費用。 

第三項：在日常生活上遭遇經濟困難。 

2. 援助金額上限： 

第一項：為港幣＄2000 

第二項：為港幣＄1000 

第三項：按個別情況考慮  

3. 接受及截止申請日期： 

第一項：整個學年內均可申請 

第二項：二零二一年九月開始接受申請，二零二二年一月截止申請 

第三項：整個學年內均可申請 

4. 申請辦法： 

申請人可經由富善堂傳道人、救恩書院老師或駐校社工索取申請表格。 

5. 審批過程： 

所有申請須經由富善堂傳道人、救恩書院老師或駐校社工推薦，並由學生事務副校長核實後，

交回「富善ＫＹＣ慈惠基金管理委員會」審批。原則上此基金只接受非綜援人士提出的申請，

不過倘若綜援受助人提出的申請項目沒與其綜援金的項目重叠，本委員會亦會考慮其申請。 

6. 領款手續： 

申請獲批核後，由學校通知申請人領取，並簽回收據交教會辦公室存放。 

7. 富善ＫＹＣ慈惠基金管理委員會擁有最後批核權。如有查詢，歡迎致電教會辦公室 

電話 : 2661 2714。 

 

                                                  富善ＫＹＣ慈惠基金管理委員會 

                                                  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