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旬節中學           學校通告 21001     《 9月份校園生活 》   1/9/2021 

 
 

敬啟者：新學年開始，謹祝 貴子弟學業滿有成果。下列相關開學事宜，謹請 貴家長督促 貴

子弟依指引完成。 

 

1.  課堂安排 

 上課時間仍以半天為限，避免學生用膳時的感染風險。因此學生須於早上 7:55 或之前

返抵學校（校園開放時間：上午 7:30），詳見「附件 1」。 
  
2. 1 校曆表／學生日誌 

 請家長參閱隨本通告派發的校曆表，以便暸解學生校園生活。學生日誌隨本通告派發。 
  
3. 1 「學生成長歷程」紀錄表 

 為了讓班主任對學生的成長歷程有一個縱向的認識，從而可作適當的輔導和跟進，校方

因此安排班主任定期與學生面談，以便對學生作多方面的了解和認識，並作紀錄存檔。

家長如有疑問，可向班主任查詢。 
  
4.  班主任聯絡電話 

 本校歡迎家長與學生班主任保持聯繫，增強家校合作，各班主任聯絡電話詳見「附件1」。 
  
5.  查核功課紀錄 

 本校關注學生的學業成績，鼓勵他們能積極向學，養成準時繳交功課的良好習慣。家

長可於每天下午5:30後登入eClass或eClass App查核功課紀錄，積極協助 貴子弟解決

學習上的問題。 
  
6.  港鐵學生乘車優惠計劃網上申請 

 學生可於港鐵網頁進行網上申請(www.mtr.com.hk > 車票及車費特別計劃 > 港鐵學生

乘車優惠計劃)，流程詳見「附件 2」 
  
7.  團體個人意外保險 

 詳見「附件2」。 
  
8.  開學需繳費用 

 本學年學生購買項目費用詳見「附件 3」。家長須透過電子平台繳付費用，詳情參閱

「附件 4」。請家長於 2021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五)或以前確定學生的智能賬戶內有足夠

的存款作繳費之用。若存款不足，校方將未能協助 貴子弟處理代購項目，家長需自行

購備。 
  
9.  eClass App 

 本校為加強學校及家長的溝通，已全面使用eClass App智能手機應用程式，讓家長多

一個途徑與學校聯繫，是項措施將有助本校與家長溝通。安裝及使用詳情，特別是更

改密碼，請參閱「附件5」。 
  
10.  學生告病假事宜 

 學生因病請假必須於當日上午 10:00前由家長或監護人致電校務處職員(2713 2965)請假;

或家長可使用 eClass App 為學生請病假。病癒回校當日攜具家長信，如請病假兩天或以

上及特別上課日須附醫生證明文件交班主任，（測考期間家長信及醫生證明文件直接交

校務處）以完成請假手續。請家長注意，所有病假以外的其他假期或免上課申請，並不

適用於 eClass App，家長必須按照校規（學生日誌 第 16 頁）為學生辦理請假手續。 
  
 

http://www.mtr.com.hk/


 

11.  學生個人資料 

 學生已獲派發「學生個人資料記錄表」，請家長 /監護人核對並簽署，於2021年9月

10日 (星期五)交班主任。如有錯漏，請用紅/藍筆增刪資料，所有資料務必填寫。

日後若有資料更改，請即以書面通知校務處。  
  
12.  學生健康狀況調查表及特殊教育需要調查表 

 請家長/監護人將填妥之「學生健康狀況調查表」「附件6A」及「特殊教育需要調查

表」 「附件6B」於2021年9月10日（星期五）或之前交班主任。 
  
13.  2021/22 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 

 首次申請書簿津貼/車船津貼/上網費津貼，並獲「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辦事處」審批之

學生，請將收到及填妥之「資格證明書」，交班主任或校務處。 
  
14.  拍攝證件相安排 

 本校已安排承辦商到校為學生拍攝證件相，於 2021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 8:00 至

下午 1:00 在禮堂進行拍照。學生當日須穿著整齊的夏季校服並注意髮飾儀容要合乎學校

標準才拍照。 
  
15.  中六級拍攝畢業班相安排 

 本校為中六級學生安排拍攝畢業班相，於2021年9月10日（星期五）進行。所有中六級

學生須穿著整齊夏季校服（男生須結領帶）；並注意髮飾儀容要合乎學校標準才拍攝

畢業班相。 
  
16.  補拍證件相安排 

 如拍照當天缺席或其他原因未能拍照，承辦商於 2021 年 9 月 20 日（星期一）上午 10:00

至下午 1:45 在禮堂接待處為學生補拍證件相。學生若錯過校內拍照時間，必須自行前往

承辦商辦事處拍照。 
  
17.  中六級統一測驗 

 本校為提升中六級學生於中學文憑試的成績，特安排各科統一測驗，於2021年9月27日

至10月6日舉行。現附上測驗時間表「附件7」以供參考，並請督促 貴子弟勤勉溫習。 
  
18.  中六級第二階段退修科目申請安排 

 有關中六級第二階段退修申請，學生可於2021年9月2日(星期四)開始向校務處索取申請

表格，填妥後於2021年9月6日(星期一)下午4:00或之前，將已填妥的申請表格親身交到

校務處，逾期不作處理。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聯絡校務處。 
  
19.  活動及假期安排 

 活動/假期 日期 備註 

中秋節翌日假期 2021年9月22日(星期三) ----- 

聯校教師退修日 2021年9月30日(星期四) 當天學生不用上課 

請各家長閱覽本通告內容，並於 2021 年 9 月 10 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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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致 

貴  家  長 

   

  五旬節中學校長   

 

  

謹啟 

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  (羅錦城 )   

 



 

(學校通告 21001-附件 1)  

 
五 旬 節 中 學 

半日上課時間表（面授課堂） 

時間 Day A Day B Day C Day D Day E Day F 

8:00-8:15 收功課 
操場早會／ 

收功課 
收功課 收功課 收功課 

操場早會／ 

收功課 

8:15-8:45 第一節課 

8:45-9:15 第二節課 

9:15-9:30 小息 

9:30-10:00 第三節課 

10:00-10:30 第四節課 

10:30-10:45 小息 

10:45-11:15 第五節課 

11:15-11:45 第六節課 

11:45-12:00 小息 

12:00-12:30 第七節課 

12:30-13:00 第八節課 

13:00-13:30 第九節課 

備註： 

a. 校園於 7:30 至 14:00 開放。 

b. 學生必須於預備鐘響起前回校（早上 7:55）。 

c. 收功課地點：各班所屬課室。 

d. 負責收功課老師：班主任 

e. Day B 及 Day F 操場早會改在課室以中央廣播形式進行。 

 

 

班主任聯絡電話 

班別 班主任老師姓名 電話號碼 班別 班主任老師姓名 電話號碼 

1A 袁愷懿老師、李兆豐老師 27672200、27672213 4A 陳炳明老師 27672217 

1B 陳茵妮老師、龍家華老師 27672200、27672209 4B 鄺汝勤老師 27672246 

1C 趙詠楠老師、蔡鋇瑤老師 27672211、27672204 4C 江雅蘭老師 27672266 

1D 何美燕老師、楊晉浩老師 27672233、27672240 4D 趙業俊老師 27672250 

2A 陸詠章老師、陳光榮老師 27672227、27672238 5A 鄧詠瑤老師 27672270 

2B 李紅輝老師、吳嘉寶老師 27672229、27672221 5B 梁潔盈老師 27672217 

2C 伍秀薇老師、薛穎然老師 27672241、27672262 5C 梁劍芬老師 27672243 

2D 陳雪花老師、葉佩珊老師 27672266、27672241 5D 蘇 石老師 27672221 

3A 潘碩聰老師、馮雪筠老師 27672255、27672249 6A 楊世榮老師 27672246 

3B 傅潔瑩老師、王國晞老師 27672255、27672213 6B 葉小玲老師 27672268 

3C 姚敏儀老師、何紫杰老師 27672268、27672259 6C 陳素貞老師 27672234 

3D 梁力恒老師、尹志耀老師 27672260、27672267 6D 張靄廉老師 27672234 



 

(學校通告 21001-附件 2)  

 

港鐵學生乘車優惠計劃網上申請 

網上申請註有「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流程 

一、 學生經由港鐵網頁進入網上申請系統 

二、 學生輸入個人資料及上載彩色證件近照 

三、 網上或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繳費(新申請費用90元) 

四、 港鐵公司批核及處理「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 

五、 港鐵公司將已註有「學生身分」的八達通交由學校分發給學生 

 

網上申請啟動/延續「學生身分」個人八達通流程 

一、 學生經由港鐵網頁進入網上申請系統 

二、 學生輸入個人資料及八達通號碼 

三、 網上或港鐵車站客務中心繳費(啟動/延續「學生身分」行政費用20元) 

四、 港鐵公司批核及處理申請 

五、 港鐵公司將啟動/延續通知書交由學校分發給學生 

六、 學生攜同八達通及啟動/延續通知書前往港鐵車站客務中心辦理啟動/延續手續 

 

 

團體個人意外保險保障項目 

 

 

學校團體人身意外保險(Ablemex Financial & Insurance Services Limited)是保障因下列情況發生的意

外而引致其死亡或身體受傷而設之保障計劃特別之處在於「跌打及針灸醫療費用」亦在承保範圍內

而無需先經註冊西醫處理。  

申領保險賠償，適用以下條款或範圍: 

a) 在學校範圍內及正常上課時間﹔ 
 

b) 參與由學校所舉辦的課外活動﹔  

c) 其他(見下表)﹕  

1. 意外死亡 200,000 元 

2. 永久完全傷殘(例如喪失四肢、失聰、失明等) 200,000 元 

3. 意外醫療費用 10,000 元(每宗意外) 

醫療費用 
 

(包括每日最高港幣 200 元之跌打及針灸醫療費用每人或每宗意外全年最

高港幣之跌打及針灸醫療費用) 

1,000 元(每宗意外) 

2,500 元(全年每個人) 

4. 燒傷(達第二級及第三級程度燒傷之醫療費用) 70,000 元 (全年) 

5. 殮葬費用 5,000 元 

 

備註: 如家長需就學生受傷向保險公司申請賠償，應在意外發生後盡快通知校務處。 
 

 



 

(學校通告 21001-附件 3)  

五旬節中學 

2021至2022年度 

開學需繳費用 

購買項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1.  團體個人意外保險 1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16.00  

2.  學生會會費 2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  家長教師會會費 3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4.  作特定用途收費 4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5.  習作簿 $40.40 $35.70  $38.10  $41.30  $37.80  $36.50  

6.  學生日誌 $23.00  $23.00  $23.00  $23.00  $23.00  $23.00  

7.  其他學習經歷檔案(手冊)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8.  星島日報 $21.00  $21.00  $21.00  $21.00  $21.00  $12.00  

9.  膠文件夾 $14.50  $14.50  $17.40  $8.70  $14.50  $8.70  

10.  膠文件套 $2.60  $2.60  $2.60 $3.90  $6.50  $3.90  

11.  中一級至中六級上學期影印筆記費用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80.00  

12.  點滴集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3.  Best Writing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4.  初中培育課程活動手冊 $7.20  $9.50  $9.20  - - - 

15.  防護面罩 $3.40  $3.40  $3.40  - - - 

16.  Smart Reading $11.00  $11.50  $12.50  - - - 

17.  Posties Student Reading Programme $73.50  $73.50  - - - - 

18.  初中中文分類練習(樂思教育出版有限公司) $96.00  $96.00  - - - - 

19.  中國語文-校本語文教材 $99.00  - - - - - 

20.  網上英語課程 5 $60.00  - - - - - 

21.  中一摘星計劃 $100.00  - - - - - 

22.  科學科實驗用安全眼鏡 $22.00  - - - - - 

23.  視覺藝術科美勞工具袋 $86.50  - - - - - 

24. \ 智能學生證 6+貼紙證件相一打 $30.00  - - $30.00  - - 

25.  貼紙證件相一打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26.  補造學生證 6 (新學年九月份價錢) - $20.00  $20.00  - $20.00  $20.00  

27.  視覺藝術科廣告彩(12 色) - $31.80  $31.80  - - - 

28.  視覺藝術科 A3 文件夾 - $2.70  $2.70  - - - 

29.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 $102.00  $102.00  $102.00  $51.00  

30.  中三級聖經科校本課本 - - $18.80  - - - 

31.  
尋找生命的色彩:新高中科目選擇及個人抱負的探索
第五版(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 - $15.00  - - - 

32.  生涯地圖:高中事業發展學習工具新版(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 - - $27.00  - - 

33.  中國語文科-校本寫作手冊(高中級) - - - $76.00  - - 

34.  數學科校本練習 - - - $8.50  - - 

35.  堂費 7 - - - $340.00  $340.00  $340.00  

36.  校園經濟雙周刊 8 - - - $120.00  $120.00  - 

37.  信報通識 - - - - $65.00  $35.00  

38.  信報通識科模擬試卷 - - - - - $18.00  

39.  
HKDSE Exam Series - Mathematics Mock Exam Papers 
(Compulsory Part) (2021/22 Edition) (Pan Lloyds Publishers Ltd) 

- - - - - $120.00  

40.  電子收費行政費(每次增值收費最多$3.4) 9 $3.40  $3.40  $3.40  $3.40  $3.40  $3.40  

各項合計： $1,272.20 $927.30 $899.60 $1,383.50 $1,331.90 $1,280.20 

付款方法：請家長於 2021 年 9 月 10 日或以前確定學生的智能賬戶內有足夠的存款作繳費之用。若存款不足，校
方將未能協助 貴子弟處理代購項目，家長需自行購備。註: 

1 所收集費用，將用以支付「團體個人意外保險」之保險費。 
2 所收集費用，將用以支持學生會舉辦之活動。 
3 所收集費用，將轉交家長教師會。若有超過 1 名子女在本校就讀，只需繳交 50 元，並由就讀最高班的子女

名義下繳交。 
4 所收集費用，將用以支付設備維修保養費、電子學習費、eClass App 收費及其他。 
5 能夠在指定時段完成 100%習作 (每星期三天的練習) 的學生，可獲學校全數資助參與課程。 
6 智能學生證兼備學生出勤及本校圖書館借還書記錄功能，如日後遺失智能學生證，必須到校務處辦理補造手續，

並繳交訂造證件之成本價 26元正。 
7 堂費於學期開始一次過繳交，退學學生可按滿月退回所剩款項。 
8 只適用選修科學生購買。 
9 電子收費行政費包括繳費靈增值行政費每次$2.2；櫃位賬單繳費服務增值每次$3.4。 

  



 

(學校通告 21001-附件 4)  

五旬節中學電子繳費系統 

目的 

為減低學生攜帶大量金錢回校的風險，並進一步簡化學校處理收費項目的程序，本校於 2016 學年開始

使用「電子繳費系統」，實行自動化收費流程。此系統能透過以下二個途徑，讓家長將款項增值到學生

的智能賬戶內，以作校內繳費用途： 

1. 「繳費靈」(PPS)電話/網上轉賬服務 

2. Circle K 或 VanGo 便利店「 櫃位賬單繳費服務」 

 

優點 

1. 減少學生攜帶大量金錢回校的風險  

2. 通過「繳費靈」電話/網上轉賬或便利店「 櫃位賬單繳費服務」，方便兼且準確無誤 

3. 家長能隨時查閱學生各項繳費的詳情及付款狀況（登入學校內聯網<eClass校園綜合平台>或 eClass App） 

4. 學生不能在校外使用系統內金額，確保金額只作繳付學校費用  

5. 老師、家長及學生節省處理收費項目的時間 

 

繳費流程 

1. 校方發出繳費通告 

2. 家長於限期前，確保學生的智能賬戶內有足夠存款可被扣除 

3. 若存款不足，家長可透過二個途徑，將款項增值到學生的智能賬戶內 

4. 校方於限期到後把相關費用從學生的智能賬戶內扣除 

5. 若存款不足，校方發出欠款通知書，家長必需於限期前，將款項增值到學生的智能賬戶內以便校方

於限期到後把相關費用從學生的智能賬戶內扣除 

6. 家長及學生可登入學校內聯網(eClass 校園綜合平台或 eClass App)查閱學生智能賬戶的收支紀錄  

7. 學期終結時，學生智能賬戶內的餘款會保留至下學年使用；學生智能賬戶會於學生離校時自動終止

運作，剩餘金額將全數退還給家長 

增值到學生智能賬戶的途徑 

1 繳費靈(PPS)：每次增值最少為$200 

 1.1 開立 PPS 戶口 

  1.1.1 攜同提款卡或具備提款功能之信用卡，到繳費靈終端機(例如指定OK便利店、指定HKT專門店、

指定AEON分行)，按指示開立繳費靈戶口 PPS申請熱點位置：http://www.ppshk.com/hkt/prt/Web/ch/ 

  1.1.2 紀錄及保存自訂的 5 位數字 PPS 電話密碼及８位 PPS 網上密碼(日後繳費時需要使用) 

  1.1.3 取回及保存印有 8 位數字的 PPS 戶口號碼收據(日後登記賬單時需要使用) 

 1.2 使用電話(電話號碼：18013)或網上平台登記賬單 

  1.2.1 按指示輸入 8 位數字的 PPS 戶口號碼 

  1.2.2 按指示輸入商戶編號(五旬節中學：6445) 

  1.2.3 按指示輸入 6 位數字的學生編號。PPS 要求的學生編號是指校方發出的學生註冊編號(學生證

號碼)。若學生於 2019 年入讀五旬節中學，學生註冊編號(學生證號碼)以 19 為字頭。例如 19xxxx  

(x 為其他數字)。 

 1.3 使用電話(電話號碼：18033)或網上平台繳交賬單/增值到學生的智能賬戶內 

  1.3.1 按指示輸入 5 位數字 PPS 電話密碼或８位 PPS 網上密碼 

  1.3.2 按指示輸入商戶編號(五旬節中學：6445) 

  1.3.3 按指示輸入 6 位數字的學生編號 

 1.4 每次增值過數須繳付$2.2 之行政費用，並將按次在學生的智能賬戶內扣取 

2 「櫃位賬單繳費服務」：增值不設下限 

 2.1 到 Circle K 或 VanGo 便利店繳費 

 2.2 帶備學校印發的條紋碼紙條(每一位同學獨立一張以資識別) 

 2.3 取回及自行保存收據存根，但無需把收據存根交予學校 

 2.4 每次增值過數須繳付$3.4 之行政費用，並將按次在學生的智能賬戶內扣取 

備註：每次增值，增值金額將於三個工作天之後，顯示於學生智能賬戶中。 

家長如欲省卻「行政費」，可於第一輪收費，為學生的賬戶全數增值全年要繳交的費用。按2020-2021學年紀錄，各級

全年要繳交的費用約為中一：($2,000);中二：($1,600);中三：($1,500);中四：($2,000);中五：($2,300);中六：($3,000)。



(學校通告 21001-附件 5)  

五旬節中學 eClass 校園綜合平台功能簡介 

 

敬啟者：多謝家長使用eClass家長App，讓學校與家長有更好的溝通，也為環保出一分力。 

 

家長 App安裝方法(只支援 Android及 iPhone系統)： 

- 開啟 Play store或 App store 

- 搜尋 eClass App，然後安裝 

- 安裝成功及開啟 eClass App後 

- 在第一欄輸入「五」字，然後選擇「五旬節中學」 

- 在第二欄輸入登入戶口，家長之登入戶口與 貴子弟之 eClass登入戶口相同，但最後要加上‘p’，例

如 貴子弟之 eClass登入戶口是 ps123456，有關家長之登入戶口便是 ps123456p 

- 如有兩位或以上 貴子弟在本校就讀，以最年輕之 貴子弟為家長之登入戶口 

- 密碼與登入戶口大致相同，但最後多了 s，例如 ps123456ps，請家長盡快更改密碼，以免 貴子弟

擅入家長戶口 

學校內聯網(eClass)： 

- 家長可同步使用本校內聯網(eClass)，網址: eclass.pentecostalschool.edu.hk 

- 登入戶口及密碼均與家長 App相同 

- 使用詳情，特別是更改密碼，請參閱以下「eClass家長戶口使用指引(2021-2022)」 

- 學校內聯網與家長 App是同步的系統，因此任何在學校內聯網更改的資料(如密碼)，家長 App均會同步

更改 
 

eClass家長戶口使用指引(2021-2022) 

 

現時家長可使用電腦透過 eClass系統收看及簽署學校通告、查看家課紀錄、學生出勤……等資料。詳情及步

驟如下： 

 

1. 開啟互聯網瀏覽器如 IE、Chrome…等，輸入網址 eclass.pentecostalschool.edu.hk。 

 

2. 登入方法: 在 Login ID鍵入 ps######p，在 Password也鍵入 ps######ps，即登入戶口及密碼均是一樣，

然後按 Login。 

 

 

(ps#####是 貴子弟的登入戶口編號，例如 貴子弟的登

入戶口編號是 ps123456，那麼家長的登入戶口便是

ps123456p，而密碼是 ps123456ps。) 

  

3. 更改密碼: 登入系統後，系統要求家長即時更改密碼，輸入相關資料後，請按「儲存」。並保存新密碼，

勿讓 貴子弟知道新密碼，以免 貴子弟擅自登入系統及簽署通告回條。 

 

 
 

 

若未能出現這版面，可按右上方第一個圖

示(看左下圖)，然後按左面的「登入密

碼」。(看下中圖) 

 

 

 



 

4. 查閱及簽署學校通告: 在左上方選「資訊服務」，再選「電子通告系統」(看上右圖) 

 

 

 請按「通告標題」下之各通告，以閱讀有關通告，通告閱畢後，請按「簽署」。(見下圖)  

 
 

 

 
 (上圖顯示閣下已簽署之日期和時間。) 

 

5. 查看「家課紀錄表」: 登入後，按右面綠色的「家課紀錄表」，便可瀏覽 貴子弟的功課詳情。 

  
 

請家長留意有關功課的繳交限期。 

 

6. 學生考勤: 登入後，按右上方第四個圖示，再按左面「考勤紀錄」，便可了解 貴子弟當天是否準時回校

拍咭。 

  

 

 
 

7. 查看「戶口結存及紀錄」、「繳費紀錄」及「增值紀錄」 

                        
 

登入後，請在右上方按「我的智能卡紀錄」圖示。再在左方 

「繳費」內選取及查閱有關各項紀錄。 

 

 

 

 

eClass還有很多其他功能，有待閣下探索。預祝你使用成功！



 

(學校通告 21001-附件 6A)  

 
限閱文件 

 

五旬節中學 

學生健康狀況調查表 

 

為協助學校了解及為有需要學生作出適切支援，請各位家長填妥調查表，並於 9 月

10 日(星期五)或以前交回班主任。本表須由學生家長/監護人填寫。如有疑問請聯絡體育

科科主任陳光榮老師(電話：2767 2238)。 
 

 

請用「」表示 

A. 學生健康狀況 

該生健康良好，適宜並同意參與體育活動。 

該生有(                   )徵狀，只能參與輕運動量活動， 

現附上醫生證明。 

該生有以下問題，不能參與體育課，現附上醫生證明。 

問題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                       

                          家長/監護人姓名：                      

           緊急聯絡電話：                         

           學生姓名：                             

           學生班別及學號：            （      ） 

 

二零二一年九月      日           



 

(學校通告 21001-附件 6B) 
 

限閱文件 
 

五旬節中學 

特殊教育需要調查表 

 

為協助學校了解及為有需要學生作出適切支援，請各位家長填妥調查表，並於 9 月

10 日(星期五)或以前交回班主任。本表須由學生家長/監護人填寫。如有疑問請聯絡特殊

教育統籌主任王雙亮老師(電話：2767 2235)。 
 

 

請用「」表示 

 

A. 學生特殊教育需要 

該生並無特殊教育需要。 

該生已由專業人士詳細鑑別有特殊教育需要 (請選擇以下適用項目，可選多項並附

上專家證明)。 

 特殊學習困難(讀寫障礙)    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自閉症 

 智力障礙  視力障礙    聽力障礙       言語障礙   肢體傷殘 

   其他(請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學生精神健康狀況 

該生精神情緒健康。 

該生已由專業人士詳細鑑別有特殊精神情緒問題(表徵：                  )， 

現附上醫生證明。 

 

 

 

 

           家長/監護人簽署：                       

                          家長/監護人姓名：                      

           緊急聯絡電話：                         

           學生姓名：                             

           學生班別及學號：            （      ） 

 

二零二一年九月      日           

 



 

P EN TEC O S TA L S C H O O L  

SECONDARY 6 UNIFORM TEST 
2021-2022 

 
Timetable 

 
 

Date 

Subject 

Time 

27/9/2021 

 

Monday (E) 

28/9/2021 

 

Tuesday (F) 

29/9/2021 

 

Wednesday (A) 

4/10/2021 

 

Monday (B) 

5/10/2021 

 

Tuesday (C) 

6/10/2021 

 

Wednesday (D) 

8:15 - 9:45 C. Lang. 1 Eng. 1 Maths. L.S. 
C. Lang. 3 

(8:15-10:00) 

Eng. 3 

(8:15 - 10:45) 

10:15 – 11:45 
C.Hist. / Econ. / 

Phy. 
Chem. / Geog. 

Bio. 

 

BAFS (Business) / 

BAFS(Accounting) / 

Hist. 

 

M1 / M2 

(10:30-12:00) 
/ 

    ** Students must arrive at school 10 minutes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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