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旬節中學        學校通告 20003      《10月份校園生活》 29/9/2020 

 
 

敬啟者：請各家長閱覽本通告內容，並指示 貴子弟依指引完成有關安排。 

 

1.  上課時間表 (2020年10月份起) 

 
由2020年10月份起，所有級別都恢復面授課堂，各班的課堂時間表硬本已於今天派發

給學生每人一張。請家長留意並提醒 貴子弟現階段仍實行半日上課，上課時間請參

閱2020年9月11日發出的學校通告20002「附件1」。 

  

2.  政府派發銅芯抗疫口罩 

 
就預防2019冠狀病毒病，政府向本學年就讀中一的學生派發一個成人尺碼的銅芯抗疫

口罩。本校已於今天派發給中一學生每人一個相關口罩，口罩的詳細使用及清洗方法

請參考隨口罩附上的說明單張，並可掃瞄單張上的二維碼觀看清洗口罩的示範影片。

請提醒學生口罩是個人物品，切勿與他人交換佩戴，請把口罩單獨手洗。 

  

3.  教育局派發外科口罩 

 
教育局繼續透過學校分派外科口罩予有經濟需要的學童，有需要的家庭，請著學生於

2020年12月31日或之前到校務處領取，數量有限，派完即止。 

  

4.  健康上網支援計劃 

 
本校日前已獲得香港青少年服務處送贈少量流動數據卡及健康上網小禮包，內有：

一張30GB流動數據卡、一張「網路健康卡」單張、一張健康上網達人承諾書、一個

手機支架和一個蒸氣溫熱眼膜。有意申請的家長，請  貴子弟親身到校務處領取，

簽收免費數據卡及領取參與「健康上網支援計劃」須知，表示同意駐校社工在復課

後約見學生，商討已填寫的健康上網達人承諾書。數據卡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如有查詢，可致電  2713 2772 聯絡校務處。  

  

5.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及「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相關內容請細閱「附件1」及「附件2」。 

  

6.  書商尚欠課本退款安排 

 
如學生未能於今天在校取得已訂購課本，學生或家長可於2020年10月7日或之前攜同所

購買單據到九龍旺角彌敦道608號商務印書館旺角分館辦理退款。若家長對上述安排有

任何查詢，請致電商務印書館（電話：2384 8228）。 

  

7.  製作智能學生證安排 

 
本校已安排承辦商為本年度所有新入學學生、中四級 (不包括重讀生)及已遺失上學年

學生證的學生製作智能學生證，請學生於 2020 年 10 月 5 日或之前將學生相片的數碼

檔上載到 eClass 系統。上載的相片將製作智能學生證用，智能學生證每張售價為 25 元

正，請家長於 2020 年 10 月 7 日或之前，確保學生的智能賬戶內有足夠存款可被扣除。 

  

8.  九月份獎懲紀錄 

 
家長可於 2020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或以後透過 eClass 學校內聯網「電子通告系統」

(http://eclass.pentecostalschool.edu.hk)查閱 貴子弟的九月份獎懲紀錄，並請於 2020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二）或之前使用 eClass App 回覆電子通告（編號：Disc161020）如有任何錯漏，

請向校務處查詢。 

  



  

9.  學生會周年大會 

 
本年度學生會周年大會將於 2020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四）舉行，大會將透過中央廣播

形式進行。所有學生必須出席，當天放學時間為下午 1 時正。 

  

10.  第四十五屆畢業典禮 

 本校將於 2020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 3:00 在本校禮堂舉行第四十五屆畢業

典禮，屆時 2019-2020 年度畢業生及其家長出席是項典禮。  

  

11.  活動及假期安排 

 

 活動及假期 日期 備註 

國慶假期 2020年10月1日(星期四) ----- 

中秋節翌日假期 2020年10月2日(星期五) ----- 

中一級訓育集會 (取消) 
2020年10月8日(星期四)  

內容：網絡欺凌 
因疫情緣故取消是次活動 

訂造冬季校服及運動服 
2020年10月9日(星期五) 

時間：正午12:00至下午1:30 

學生可到有蓋操場與校服供應

商聯絡訂購冬季校服及運動

服，詳情請參閱「附件 A」。 

重陽節假期 2020年10月26日(星期一) ----- 

中五、中六級家長晚會： 

聯招選科策略講座 

2020年10月30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7:00至9:00，將

使用Microsoft Teams進行。

（詳情容後公布） 

所有中五、中六級學生必須參

加；中四至中五家長及中四學生

請留意家教會的通告報名參加。 
 

 

校方繼續密切留意疫情發展，如有進一步的安排，將盡快透過學校網頁及 eClass 發放

〔最新消息〕，敬請家長密切留意。 

 

請家長於 2020 年 10 月 7 日(星期三)或之前透過 eClass 回覆本通告回條。如有查詢，

可致電 2713 2772 聯絡校務處*。 

 

敬祝 

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此致 

貴家長 

   

  五旬節中學校長   

 

  

謹啟 

  (羅錦城 )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九日 
 

* 

 

校務處辦公時間：   

上午 8:00-12:30 及下午 2:00-4:00#（星期六下午、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 由 2020 年 10 月 5 日起，校務處下午的辦公時間回復正常至下午 5:00。 

 

 

 



 

 
五旬節中學 

 
 

敬啟者：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由二零零五/零六財政年度起，教育局已預留撥款，讓學校為有需要的學生舉辦課後學習

及支援計劃，以提昇他們的學習效能，擴闊他們在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並增強他們對社會

的認識和歸屬感。 

 

  教育局課後計劃的服務對象主要是那些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及學生資助計劃

全額津貼（學生資助）學生。其他有需要但沒有領取綜援或學生資助的學生，在家長提出合

理的申請理由下，我們亦會酌情處理。 

 

  校方現因應學生不同的需要，在全年內各科各組推行各式各樣的課後活動（見資助申請

表）。若家長為 貴子弟申請參加表列的活動而又期望得到經濟上的支援，請填妥資助申請表

並於指定日期前（見申請表），交回 C 房許先生。請注意，津貼不可以用於為學生提供物質

上的援助。為方便處理，活動完成後一個月內同學須填妥表格交回校方，空白表格可於校務

處索取。申請次數不限，但同一活動只可申請一次。若同一活動已申請其他資助，請勿重複

申請本資助。 

 

  為免學生浪費資源，學生須於活動前自行繳費，而活動出席率必須達八成或以上申請方

會獲批。若家長在經濟上有困難而未能預先繳付活動費用，家長可預先提出申請，我們亦會

酌情處理。 

 

我們期望學生得到幫助而健康全面成長，也寄望同學學成後能回饋社會，愛人榮神！敬祝 

生活愉快！ 

 

此 致 

貴  家  長 

   

  五旬節中學校長   

 

  

謹啟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九日  (羅錦城 )   

 

(學校通告 20003 附件 1)  



 

二零二零/二零二一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資助申請表 

(活動完成後一個月內填妥表格連同單據正本交回 C 房許先生) 

(若同一活動已申請其他資助，請勿重複申請。資助不可用於為學生提供物質上的援助)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申請資助學生屬於下列情況：（請在適當方格內加  號） 

□ 現正接受社會福利署「綜合援助」（綜援編號：______________） 

□ 現正領取學生資助全費津貼 

□ 現正領取學生資助半費津貼 

□ 不屬以上類別，但經濟有困難；經濟概況:(必須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成功申請資助，款項將以支票形式發放： 
 

支票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必須正階填寫) 聯絡電話：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申請日期：           

申請資助活動資料(必須填寫每一欄)： 

活動名稱 
活動舉辦日期 

(年/月/日) 

申請資助額

($) 

用途 

(如：入場、交通、教練費) 

負責活動 

老師姓名 

由校方填寫 

申請結果 

1. 中一新生成長營      

2. 中三領袖培訓活動      

3. 多元體驗計劃      

4. 全方位學習日活動      

5. 「摘星」計劃      

6. 「飛躍之旅」計劃      

7. 實地考察/旅行      

8. 境外交流活動      

9. 校本課後閱讀活動      

10. 福音營/讀經營      

11. 領導才能訓練      

12. 體育發展活動 
(請註明活動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3. 校方舉辦補習班補習導師費 
 

(請註明補習科目：___________ ) 
     

14. 校方舉辦課外活動  
(請註明活動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申請資助總額($)：   -------- -------- 

 

(由校方填寫)      資助申請結果（收據） 
 

上述申請 未能成功／成功。(資助金額為：          ) 
 
請家長簽署收據確認得悉申請結果及或款項收妥。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簽署日期： 

簽收後，請把收據交回校務處存檔。 



 
 

五旬節中學 
 
 

敬啟者：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教育局於 2019 年初成立「學生活動支援津貼」，目的是資助財政上有需要的學生，

參與學校舉辦的全方位學習活動，例如：考察、參觀、宿營、社區服務、制服團體、文化、

音樂及體育活動、專題研習、領袖及智育訓練等（不包括學生於補習、考試、膳食等方面

的支出）。 

凡就讀本校學生，同時正接受社會福利署「綜合援助」或符合接受學生資助全費津貼

資格，於參與學校指定的全方位學習活動時，可獲得資助。其他不屬於上述情況的學生，

如因經濟理由不能參與校內舉辦的全方位學習活動，請向林楚龍副校長（2767 2201）查詢。 

我們期望學生得到幫助而健康全面成長，也寄望同學學成後能回饋社會，愛人榮神！

敬祝 

生活愉快！ 

 

此 致 

貴  家  長 

   

  五旬節中學校長   

 

  

謹啟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九日  (羅錦城 )   

 

(學校通告 20003 附件 2)  



 

 

【二零二零/二零二一學年學生活動支援津貼申請表】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申請資助學生屬於下列情況：（請在適當方格內加號） 

□ 現正接受社會福利署「綜合援助」（綜援編號：          ） 

□ 現正領取學生資助全費津貼 

□ 現正領取學生資助半費津貼 

□ 不屬以上兩類別，但經濟有困難；經濟概況:(必須填寫)                                 

 

申請資助活動資料(必須填寫每一欄)：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申請資助額 
用途(如：入場、交通、

教練費等) 

負責活動 

老師姓名 

(由校方填寫)

申請結果 

      

      

      

      

      

 合計 $    
 

若成功申請資助，款項將以支票形式發放： 
 

支票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必須正階填寫) 聯絡電話：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簽署日期： 

             

備註： 1.  提出申請者須在完成活動後一個月內將申請表連同單據正本交回 C 房許先生處理 

2. 基金可資助考察、參觀、宿營、社區服務、制服團體、文化、音樂及體育活動、專題

研習、領袖及智育訓練等活動 

3. 基金不包括學生於補習、考試、膳食方面的資助 

4. 若已申請其他資助，請勿重複申請本基金 

5.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林楚龍副校長(電話：27672201) 

 

(由校方填寫)      資助申請結果（收據） 
 

 

上述申請 未能成功／成功。(資助金額為：                  ) 

請家長簽署收據確認得悉申請結果及或款項收妥。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簽署日期： 

簽收後，請把收據交回校務處存檔



  
  寫字樓：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222 號啟煌商業大廈 8 字樓 801-3 室  電話：2815 2983  

                上環：香港文咸東街 79 號 文咸中心 8 樓   電話:2815 2673               北角：屈臣道 海景大廈 B 座 1403 B 室     電話:2802 6887  

太子：長沙灣道 38 號 恒滿樓 地舖       電話:3188 9762  九龍城：打鼓嶺道 64 號 地舖 電話:2382 2407   彩虹邨：彩虹邨 青楊路 金碧樓 32 號 地舖  電話:2321 1733 

荃灣：福來邨 永嘉樓 地下 9 號 電話:2437 9997  沙田：乙明邨 明信樓 地下 45 號 電話:2637 3313   大埔：大元邨 泰榮樓 地下 3 號   電話:2662 3819

元朗：媽橫路 77 號幸福樓 四期 4 號舖     電話:2321 9282  屯門：蝴蝶邨蝴蝶廣場一樓 R234 號  電話:2404 0177   屯門：建群街 3 號永發工業大廈 4 樓 B 室 電話:3691 9897 

敬啟者：                                               29/9/2020 (學校通告 20003 附件 A) 

茲為方便“ 五旬節中學 ”之學生訂購冬季校服，本公司將於下列日期派員到學校為各學生度

身訂購，請  貴子弟帶備現金港幣$100 元，填寫下列訂購回條到校交予本公司職員一併辦理，餘款請

於領取校服時繳付。 

* 鑑於裁碼訂造需時、出現斷碼供應情況及為避免於店鋪購買輪侯需時，另為配合換季安排，懇請 各 

家長盡量於校內訂購。 

* 如未能依時到校選購，歡迎親臨太子分店 :  

九龍長沙灣道 38 號恆滿樓地舖 ( 港鐵太子 A 出口 )   電話 : 3188 9762  

(星期一至日 上午 10:45 至 下午 7:00 勞工假期休息) 

度身日期： 9 /10  (星期五) 正午 12:00 至下午 1:30 有蓋操場 （可即場購買金屬校章，$24） 

派發日期： 9 /11  (星期一) 正午 12:00 至下午 1:30 有蓋操場 

(如未能於到校派發日期領取校服，家長須到門市部領取。) 

                             冬季價目表                

男女生 : 長袖尖領恤衫    男生連章   (領圍) 

尺 碼 11.5-12” 12.5-13” 13.5-14” 14.5-15” 15.5-16” 16.5-17” 裁碼 

價 目 $50 $54 $58 $62 $67 $73 $95 

男生 :  灰色直腳長西褲        (腰圍)   

尺 碼 23-24” 25-26” 27-28” 29-30” 31-32” 33-34” 裁碼 

價 目 $90 $93 $96 $101 $106 $116 $140 

女生 : 灰色校裙  (長度) 

尺 碼  32" 34" 36" 38" 40" 42" 裁碼 

 價 目  $88 $92 $96 $101 $106 $116 $135 

    運動套裝 : 外套及長褲    四社色 

 尺 碼 32/XS 34/S 36/M 38/L 40/XL 42/2XL 裁碼 

外套價目 $88 $91 $95 $100 $105 $110 $125 

長褲價目 $88 $91 $95 $100 $105 $110 $125 

    男女生 : 二合一褸  配長袖抓毛外套 

 尺 碼  XS/8 S/10 M/12 L/14 XL/16 XXL/18 裁碼 

 價 目  $220 $230 $240 $250 $260 $275 $300 

     貴家長購貨後如有任何問題，本店保証更換妥當。 

     為遵從政府徵收膠袋稅之法例，每訂購單將收取港幣 $ 1 的手挽膠袋費用。 

 

-------------------------------------------------------------回   條 ---------------------------------------------------------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 

項 目 恤衫 西褲 校裙 運動外套 運動長褲 二合一褸 校呔 金屬章 

件 數         

  *學生所屬社別 :  信 - 紅   /  望 - 綠   /  愛 - 藍   /  恩 - 黃     *請刪去不適用的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  校服尺碼要求 : 合身 (  ) 大一碼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