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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學校通告（已上載本校網頁 http://www.ccss.edu.hk/office/學校通告 2019-2020） 
  

年度 2019-2020 編號 162／19-20 
日期 2020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二   
發出 吳友強校長 致送 全體學生家長 
事由 有關學期結束與新學年始業前應辦事項 
主責教師 陳錦霞副校長 
查詢電話 2727 4315 

 
 內容 

1 由於疫情嚴竣關係，本校取消原定於 7 月 23 日(星期四)舉行之「結業頒獎典禮」，
成績表及家長信改於網上發放。疫情發展實在難以預測，敬請家長密切留意學校
網頁最新消息的公布。 
 

2. 學校為了保障全體師生健康和安全，如非必要，學生不應於未來兩星期內回校，
不少結業文件未能一一派發。因此，學校透過內聯網把相關資訊傳達至學生和家
長。詳情如下: 
 
一，家長和學生可在 2020 年 7 月 23 日中午 12:00 起登入內聯網查閱。 
 
二，登入內聯網查閱以下資料，包括: 
 2019-2020 學年成績表 (未有簽名的電子版) 
 下學年書單 
 升中四選修科結果及覆核 (本學年中三學生) 
 升中三選科結果及覆核 (本學年中二學生) 
 升中五及中六退修申請 (本學年中四及中五學生) 
 商務網上購買下學年課本 (本學年中一至中四學生) 
 
三，登入內聯網方法 : 
學生帳戶： 
戶口格式：ccn-XXXXXX 【XXXXXX = 六位數入學編號】 
密碼格式：#####ccn 【##### = 身分證號碼首 5 個字符】 
例如：入學編號：144567；身分證號碼：A123456(3) 
【戶口：ccn-144567 密碼：a1234ccn】 
 
家長帳戶： 
戶口格式：PXXXXXX 【XXXXXX = 學生入學編號】 
密碼格式：YYYYMD 【YYYYMD = 學生出生日期】月份日期毋須補零 
例如：入學編號：144567；出生日期：1995/8/18 
【戶口：P144567 密碼：1995818】 
 

3 中一級至中五級的成績表於 7 月 23（星期四）中午 12:00 透過內聯網以電子形式
派發，下學年的註冊手續自動生效，所有同學當天毋須回校。成績表正本將於下
學年開學後派發。學生如需在暑假期間使用成績表，須自行下載備用。 
 

 注意：學生不須於 7 月 24 日交回成績表，其下年度學位將自動保留。 
  
4 中一留級生編班。為配合中一新生入學安排，下年度中一學生之編班結果於 8 月

10 日（星期一）在校務處張貼及在本校網頁公布。中一留級生如有需要，請在學
校網頁查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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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月 24 日(星期五)暑期開始，各級暑期作業清單已詳列於後頁附表。學生須於 9
月 3 日（星期四）向科任老師遞交暑期作業。升中五至升中六學生暑期家課則由
科任老師自行安排。 
 

6 由於疫情嚴竣，所有暑期活動及校隊訓練取消，暑假期間的補課及功課輔導以
Zoom 進行。詳情已上載於本校網頁之最新消息內，希督促 貴子弟按時登入 Zoom
教室進行網上補課。 
 

7 本校在暑假期間特為升中二及升中三同學舉辦暑期功課輔導課程，希望同學能善
用暑假加強學習，溫故知新。已報名之同學必須按時登入 Zoom 教室上課。暑期
功課輔導班日期及時間如下：7 月 27 日至 8 月 7 日(逢星期一至五) 上午 9:30 至
11:00。詳情請見網頁最新消息，如有垂詢，請與教務副主任謝嘉怡老師聯絡。 
 

8 學生必須於開課前購備書單所指定之課本，如有困難，可於開課時向老師報告。
 
本年將設商務印書館網上購書服務，是否向商務印書館購買教科書，純屬自願，
家長可自由選擇在其他書局購買，本校並無收受任何形式的捐贈或利益。 
 

9 商務印書館將為升中二、升中三、升中四及升中五同學提供網上購買下學年課本
服務，欲向該書局購買教科書及暑期作業者，請 7 月 23 日登入內聯網查閱網上
購書步驟，並按指示進行網上訂購。 
 
網上購書細則大致如下 :  
1. 27/07/2020 至 02/08/2020 登入指定網站 https://tb.supretail.com.hk 購書 
2. 03/08/2020 至 07/08/2020 到九龍灣德福廣場商務印書館付款 
3. 家長必須在以上指定日期完成訂購及付款，方可享有 88 折購書優惠。 
4. 在上述指定日期訂購的課本將於 9 月首星期送到學校及派發給同學。屆時必須

出示付款時的收據領取教科書。 
 

10 下年度中四分班及選修科結果將於 7 月 23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透過內聯網公
布。 
 
如欲申請調動選修科目，須於 7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 5:00 或之前申請，詳情請登
入內聯網查閱。覆核結果將於 7 月 28 日(星期二) 或之前於學校網頁公布或作個
別通知。如有垂詢，請以 WhatsApp 熱線 9755 0904 向教務組查詢。 
 

11 下年度中三選修科(家政/設計與科技/電腦)結果將於 7 月 23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透過內聯網公布。 
 
如欲申請調動選修科目，須於 7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 5:00 或之前申請，詳情請登
入內聯網查閱。覆核結果將於 7 月 29 日(星期三) 或之前於學校網頁公布或作個
別通知。如有垂詢，請以 WhatsApp 熱線 9755 0904 向教務組查詢。 
 

12 升中五及升中六學生如欲於下學年退修其一選修科，可於 7 月 27 日（星期一）
至 7 月 29 日(星期三)中午 12:00 或之前申請。欲知詳情請登入內聯網查閱。退修
結果將於 7 月 31 日(星期五) 或之前於學校網頁公布。如有垂詢，請以 WhatsApp
熱線 9755 0904 向教務組查詢。 
 

13 倘若學生在暑假期間攜帶手提電話回校的措施 :
1. 由於疫情嚴竣，暑假期間學生不應回校，故未能及時移走手機櫃上的掛鎖。為

方便暑假期間的維修工作，學校將移走仍留下的掛鎖。 
 
2. 倘疫情穩定時，同學需回校補課或參與活動，必須自備掛鎖及把手機鎖在有蓋

操場的手機儲存櫃內，離開時亦須把掛鎖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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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欲申請下年度各級插班生學位之學生親友，須於 7 月 31 日（星期五）前將填妥的

報名表格連同原校成績表副本交回校務處，操行及成績良好者將獲個別通知參加
面試或筆試，8 月 7 日(星期五)仍未獲通知者可作落選論。報名表格可親臨本校校
務 處 索 取 或 於 本 校 網 頁 下 載
http://www.ccss.edu.hk/academic/academic.asp。 
 

15 下學年開學安排如下： 
 9 月 1 日（星期二） ： 開學禮 

處理班務
 9 月 2 日（星期三） ： 訓導方針介紹

處理班務
 學生須於上午 9:00 前穿著整齊校服及攜帶文具回校（不須帶課本），放學時間為

中午 12:00。9 月 3 日（星期四）起依照時間表正式上課。 
 

16 下年度之簿費及雜費通知單將於 9 月 1 日（星期二）派發，學生須於 9 月 2 日（星
期三）以八達通卡繳付有關費用，繳費前須確保八達通卡內有足夠款項。 
收費清單將預早於 8 月 28 日（星期五）於學校網頁公布。 
 

17 本校將於開學第一周內安排全體學生拍攝證件相片，該相片將用於成績表、學生
證、內聯網等學校行政系統，全體學生必須參與拍攝，費用全免。 
 

 本校拍攝的相片可能會用於學校文件報告、宣傳單張、小冊子和橫額等。如對個
別相片的使用有疑問，可逕向陳錦霞副校長查詢 ( 電話 2727 4315 )。 
 

18 車船津貼、書簿津貼、上網費津貼（中一至中六）之申請於開課後辦理 (首次申
請者)。 
 

19 

 

 

 

本校中一至中六級學生毋須繳交學費，教育局核准的中四至中六級全年堂費為

$340 (初中不設堂費)。整筆堂費將列於八達通繳費清單內，並須於 9 月 2 日拍卡

繳付。 

 

另根據教育局行政通告，學校可於特定範圍內(如空調系統和飲水機的保養費用

等)向學生徵收費用，以便增添教學設施及改善學生福利。所有收費均記錄於學校

賬目內，並由教育局審查。整筆特別用途全年費用，金額如下: 

中一至中五級 : 港幣 300 元 

中六級 :       港幣 200 元 

上述堂費及特別用途收費將列於八達通繳費清單內，並須於 9 月 2 日拍卡繳付。

 
20 
 
 

校服樣本會在校內展示，學生可向校服承造商訂製（價目請參閱附表），亦可自行
縫製，惟款式及布料必須與校方所指定者相同。 

21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儀容未達標準的學生可能被要求即時由家長帶離進
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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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如教育局在九月開學時宣布回復全日上課，為確保學生能有足夠時間預備公開考
試，下學年中五級及中六級將會安排延伸課，放學時間將延至 4:45pm，每天增
加一小時的上課時間，增加的課節為正式課程的一部份，所有中五級和中六級學
生必須參與。施行時間如下:  
               中六級 由 9 月 14 日(星期一)起至最後上課日 
               中五級 由 4 月 26 日(星期一)至 5 月 26 日(星期三 ) 
 
學生如欲參加校外的補習班或課外活動，只可選擇能配合延伸課放學時間的課
程，同時不能以此類原因申請早退。 
 

23 如因天氣惡劣、預防流感擴散或新冠狀病毒病等原因引致學校停課，本校將透過
學校網頁發放應變安排。本校網址：http://www.ccss.edu.hk 
 

24 各類所收集之學生/家長/監護人的個人資料只作下列用途： 

1. 學籍紀錄 

2. 學術及教學事務 (包括升學輔導及生涯規劃教育) 

3. 學生素質培育及潛能發展事務 (包括訓育、輔導、品德及公民教育、領袖培

訓、 

課外活動、啟發潛能及其他學習經歷等) 

4. 宗教教育事務 

5. 學生福利事務 

6. 家長/家庭教育事務 

7. 家長教師會通訊用途 

8. 校友會通訊用途 

9. 其他有關的教育用途 

10. 透過學校內聯網公布編班結果 

11. 為加強學校與社區的溝通，透過學校出版刊物、單張及網頁發布相關訊息，

其中內容或會涉及學生的個人資料 (如：姓名、班別、所獲獎項、優異成績

等) 

12. 學校會引用部分學生作品如習作、圖畫、學生生活剪影 (包括錄影片段及相

片)等，以作課堂學習之用，或刊登於學校刊物、在校園展覽及上載學校網

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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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附表(價目表) 

(1) 三德校服公司 

三德校服公司 (夏季) 

男生﹕白色尖領短袖恤衫(連校章)                                           (領圍)

尺碼 12 12.5 13 13.5 14 

價目 $45 $49 $53 $57 $62 

男生﹕白色長西褲                                                        (長度)

尺碼 33 34 35 36 37 

價目 $83 $86 $89 $92 $95 

女生﹕白色黃邊連身裙                                                    (長度)

尺碼 32 34 36 38 40 

價目 $88 $92 $96 $104 $112 

男女生﹕短袖運動衫  四社色 (連章)                                        (胸濶)

尺碼 32 34 36 38 40 

價目 $40 $42 $46 $50 $55 

男生﹕黑色短運動褲 

尺碼 XS S M L XL 

價目 $42 $44 $46 $49 $52 

女生﹕深寶藍色排球短褲 

尺碼 XS S M L XL 

價目 $42 $44 $46 $49 $52 

男女生﹕深藍色 V 領背心毛衣 (連章) 

尺碼 32 34 36 38 40 

價目 $113 $118 $125 $131 $141 

男女生﹕深藍色 V 領長袖毛衣 (連章) 

尺碼 32 34 36 38 40 

價目 $125 $128 $133 $138 $148 

  
三德校服公司 (冬季) 

男生﹕白色風壓領長袖恤衫(連章)                                         (領圍) 

尺碼 12 12.5 13 13.5 14 

價目 $48 $53 $58 $61 $65 

男生﹕灰色長西褲                                                       (長度)

尺碼 33 34 35 36 37 

價目 $85 $88 $91 $94 $99 

女生﹕白色風壓領長袖恤衫                                               (領圍)

尺碼 12 12.5 13 13.5 14 

價目 $48 $53 $58 $61 $65 

女生﹕灰色背心裙                                                       (長度)

尺碼 32 34 36 38 40 

價目 $97 $99 $102 $106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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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生﹕深藍色 V 領背心毛衣  (連章) 

尺碼 32 34 36 38 40 

價目 $113 $119 $125 $131 $141 

男女生﹕深藍色 V 領長袖毛衣  (連章) 

尺碼 32 34 36 38 40 

價目 $125 $128 $133 $138 $148 
   

 

(2) 維多利校服公司 

維多利校服公司 (夏季) 

男生﹕白色尖領短袖恤衫(連校章)                                           (領圍) 

尺碼 12 12.5 13 13.5 14 

價目 $41 $44 $47 $50 $54 

男生﹕白色長西褲 (腰圍 23-30 寸同價)                                      (長度) 

尺碼 33 34 35 36 37 

價目 $83 $86 $89 $92 $95 

女生﹕白色黃邊連身裙 (胸闊 32-38 吋同價)                                  (長度) 

尺碼 32 34 36 38 40 

價目 $88 $91 $94 $97 $100 

男女生﹕短袖運動衫  四社色 (連章)                                        (胸濶) 

尺碼 32 34 36 38 40 

價目 $41 $44 $47 $50 $53 

男生﹕黑色短運動褲 

尺碼 XS S M L XL 

價目 $41 $44 $47 $50 $53 

女生﹕深寶藍色排球短褲 

尺碼 XS S M L XL 

價目 $41 $44 $47 $50 $53 

男女生﹕深藍色 V 領背心毛衣 (連章) 

尺碼 32 34 36 38 40 

價目 $115 $118 $122 $127 $132 

男女生﹕深藍色 V 領長袖毛衣 (連章) 

尺碼 32 34 36 38 40 

價目 $125 $128 $132 $137 $142 

 

 維多利校服公司 (冬季) 

男生﹕白色風壓領長袖恤衫(連章)                                         (領圍) 

尺碼 12 12.5 13 13.5 14 

價目 $47 $50 $53 $56 $60 

男生﹕灰色長西褲 (腰圍 23-30 寸同價)                                     (長度)

尺碼 33 34 35 36 37 

價目 $91 $94 $97 $100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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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白色風壓領長袖恤衫                                               (領圍)

尺碼 12 12.5 13 13.5 14 

價目 $47 $50 $53 $56 $60 

女生﹕灰色背心裙 (胸濶 33-38 吋同價)                                     (長度)

尺碼 32 34 36 38 40 

價目 $96 $99 $102 $106 $111 

      

男女生﹕深藍色 V 領背心毛衣  (連章) 

尺碼 32 34 36 38 40 

價目 $115 $118 $122 $127 $132 

男女生﹕深藍色 V 領長袖毛衣  (連章) 

尺碼 32 34 36 38 40 

價目 $125 $128 $132 $137 $142 
   

 

# 如向以上校服公司訂造校服，則此價格已包括校徽。倘自行縫製者，須在校務處購買

校徽，定價如下： 

  男生：2 元  

  女生：1.4 元  

# 又每套校服(包括夏季及冬季)，須向校服商繳付每套港幣$100 元訂金。 

 

(3) 崇美康體服務公司 

運動套裝： 

外套 XXS XS S M L XL 

價目 $125 $125 $130 $130 $135 $135 

 

   褲 XXS XS S M L XL 

價目 $94 $94 $96 $96 $98 $98 

 

 

註： 定造運動套裝請帶訂金$100。 
 

冬季校褸外套(連內層抓毛可分外套，可合併或分拆穿著)： 

尺碼 XXS XS S M L XL 

價目 $350 $350 $355 $355 $360 $360 

 

註： 1. 此校褸外套為校方指定的校褸。 

2. 定造冬季校褸外套請帶訂金$100。 
 

* 學生必須穿著校方指定長短袖羊毛外衣及冬季校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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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校並無硬性規定學生校服必須交由三德校服公司、維多利校服公司或崇

美康體服務公司代製，家長可依照指定式樣自行縫製，校服樣本已展示於

本校，以供參考。 

 

 三德校服公司     地址 ： 九龍觀塘道 307 號地下 

                  電話 ： 2750 3133 

    

 維多利校服公司   地址 ： 九龍彩虹邨青楊路金碧樓 32 號舖(近港鐵彩

虹站 C4 出口) 

                  電話 ： 2321 1733 

    

 崇美康體服務公司 地址 ： 九龍旺角洗衣街 39 號金雞廣場 10 樓 1006-7

室 

 電話 ： 2332 3189 

暑期作業清單： 

 小六升中一 

英文 English Summer Fun (P6 to S1)                Pan Lloyds 

中文  夏日中文樂滿分 (第三版)（小六升中一）       名創教育出版社 

數學  哇！數學夏日祭 （小六升中一）             樂思教育 

 

 中一升中二 

英文 English Summer Fun (S1 to S2)               Pan Lloyds 

中文  夏日中文樂滿分 (第三版)（中一升中二）      名創教育出版社 

數學  按中二級數學科暑期補課的指示完成相關練習 

 

 中二升中三 

英文 English Summer Fun (S2 to S3)                Pan Lloyds 

中文  夏日中文樂滿分 (第三版)（中二升中三）       名創教育出版社 

數學  來吧！數學夏日祭  （中二升中三）             樂思教育 

    或 

    暑期練習 （中二升中三）                      牛津出版社 

 

 中三升中四 

英文 English Summer Fun (S3 to S4)             Pan Lloyds 

中文 夏日中文樂滿分 (第三版)（中三升中四）    名創教育出版社 

數學 來吧！數學夏日祭（中三升中四）              樂思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