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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學年 第 D017C 號通告 

二月份事務摘要(中三級學生) 
 

敬啟者： 

謹請  台端注意下列事項： 

 

Project WeCan- English WeCan (Phase II) 

本校將舉行以下活動。 
 

科組名稱 英文科 

活動名稱 English WeCan (Phase II) 

活動目的 
透過有策略及趣味的學習方式，讓學生學習英文詞彙及句式，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及信

心。 

活動對象 中一至中五級已報名學生 

活動日期 

24/01/2022(一)、26/01/2022(三)、28/01/2022(五)、 

14/02/2022(一)、16/02/2022(三)、18/02/2022(五)、 

23/02/2022(三)、28/02/2022(一)、 

02/03/2022(三)、04/03/2022(五)、 

07/03/2022(一)、09/03/2022(三)、11/03/2022(五)、 

14/03/2022(一)、16/03/2022(三)、18/03/2022(五) 、 

21/03/2022(一)、23/03/2022(三)、25/03/2022(五)、 

28/03/2022(一)、30/03/2022(三)、 

01/04/2022(五)、 

04/04/2022(一)、06/04/2022(三)、08/04/2022(五)、 

11/04/2022(一)、13/04/2022(三)、 

25/04/2022(一)、26/04/2022(二)、29/04/2022(五)。 

活動時間 下午 1:00-1:30 (全日課)/下午 3:00-4:00 (網課或半日課) 

活動地點 104 室/Teams 

服飾 不適用 

費用 活動費用由「學校起動計劃」支付 

負責老師 吳衞強老師 
 

- 如當日集合前兩小時教育局宣佈停課，活動將會取消。 

- 學生須準時出席，無故缺席將當曠課論。 

- 如以網課形式進行，學生於課堂期間必須開啟鏡頭，而課堂會被錄影。若未能開啟鏡頭

之學生，可能會被取消參加是項活動。 

- 學生須於活動前準備好流動裝置、電腦或平板電腦，並配置適用的鏡頭及揚聲器、能拍

照及傳送圖片的電子器材，以便網上增潤班能順利進行。鏡頭拍攝範圍必須看到學生容

貌及枱面上書寫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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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在整個課堂都必須開啟鏡頭，因此使用手機鏡頭進行拍攝的學生，應有第二個流動

裝置、電腦或平板電腦以閱讀課堂材料，及拍攝課堂練習/測驗製作 PDF 檔案並上傳至 

TEAMS，學生須確保整個過程能於鏡頭開啟下進行。 

- 建議學生使用有線連接至互聯網，以確保互聯網連接穩定。學生亦須檢查電子器材，確

保運作正常。 

- 如有查詢，貴家長可聯絡本校英文科吳衞強老師。 

 

- 出席學生：  
 

 班別 班號 學生姓名 備註  班別 班號 學生姓名 備註 

1 1A 10 高浩遜 •  8 3B 17 鄧永泉 •  

2 3A 11 楊韻詩 •  9 3B 18 肖瑞圳 •  

3 3A 16 林銳浩 •  10 3C 4 劉至珍 •  

4 3B 5 李淑賢 •  11 3C 7 孫藝菲 •  

5 3B 6 李佳佳 •  12 3C 9 陳顥天 •  

6 3B 9 曾明欣 •  13 3D 18 楊旭鍇 •  

7 3B 10 陳麒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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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4學年應用學習(ApL) 

- 應用學習是高中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課程於中四及中五年級開設，以照顧學生不同的

學習需要。應用學習着重實用的學習元素，與寬廣的專業領域和職業領域緊密關連，並

與高中科目相輔相成。應用學習課程對建構知識、發展技能和培養態度同樣重視，讓學

生從應用和實踐中學習相關的基礎理論和概念，並在真實情境中培養共通能力。 

- 學生可考慮在中四及中五時選修一個應用學習課程，學生如有興趣報讀應用學習課程

(2022-24學年)導引課程，請於本通告回條中以✓示意。 

- 請注意，學生在回條中示意有意選讀應用學習課程亦不代表必然成功，本校將進行甄

選，以決定最終報名名單。 

- 應用學習課程由課程提供機構負責，於課程提供機構指定的地點(校外)上課。 

- 學生只可選擇於星期六上課，以免影響學校課堂。 

- 應用學習課程學費由教育局支付。 

- 請家長及學生報名前務必慎重考慮，一經獲選，家長須指導及督促學生依時出席課堂及

繳交有關課業，確保學生達成整個中四及中五級應用學習課程要求。 

- 請注意：部份課堂會於學校假期、長假期及暑假中進行。 

- 如欲得到更多課程資料，可向班主任或到以下網站查詢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

learning/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

studies/applied-learning/repository/ApL%20Taster%20Programmes%20(2022-

24%20Cohort)%20info.pdf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repository/ApL%20Taster%20Programmes%20(2022-24%20Cohort)%20info.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repository/ApL%20Taster%20Programmes%20(2022-24%20Cohort)%20info.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repository/ApL%20Taster%20Programmes%20(2022-24%20Cohort)%20inf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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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4學年應用學習(ApL)導引課程 

科組名稱 學務組 

活動名稱 應用學習(2022-24 學年)導引課程 

活動目的 讓學生在報讀前認識應用學習課程的內容 

活動對象 中三級同學 

活動日期 12/03/2022(六)或 19/03/2022(六) 

活動時段 上午 9:00-下午 12:30 或下午 1:30-5:00 (各課程不同) 

地點 以網上模式進行 

服飾 樸素便服 

交通工具 --- 

費用 免費 

活動負責老師 丘詠斯老師、陳姿良老師、閻麒鴻老師 
 

- 如欲得到更多課程資料，可到以下網站查詢。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

studies/applied-learning/ref-and-resources/applied-learning-

prospectus/ApL%20Prospectus%202022-24%20cohort.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

studies/applied-learning/repository/ApL%20Taster%20Programmes%20(2022-

24%20Cohort)%20info.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ref-and-resources/applied-learning-prospectus/ApL%20Prospectus%202022-24%20cohort.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ref-and-resources/applied-learning-prospectus/ApL%20Prospectus%202022-24%20cohort.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ref-and-resources/applied-learning-prospectus/ApL%20Prospectus%202022-24%20cohort.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repository/ApL%20Taster%20Programmes%20(2022-24%20Cohort)%20info.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repository/ApL%20Taster%20Programmes%20(2022-24%20Cohort)%20info.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repository/ApL%20Taster%20Programmes%20(2022-24%20Cohort)%20inf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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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學年的「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及提早發放學校書簿津貼的安排 

- 「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表格」是一份以家庭為單位的申請表格，方便有子女就讀中、

小學及／或幼稚園／幼兒中心的家庭申請各項學生資助。如申請家庭在 2021/22學年

(01/03/2022(二)或以前)曾(i)成功申請中、小學生資助或(ii)成功申請中、小學生資

助及學前學生資助或(iii)成功申請學前學生資助並有子女於 2022/23 學年升讀小一，

學資處將於本年約 3 月中起按該類家庭的意願，分批向他們發出用以於網上開啟

2022/23年度預填的「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電子表格」的「登入碼」及相關資料或紙

本預印的 2022/23年度「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表格」。其他申請人亦可使用載於「學

資處電子通–我的申請（學前教育、小學及中學程度資助計劃）」網頁的電子申請表格

及相關申請文件於網上遞交申請。若申請人已於網上遞交電子申請表格及相關證明文

件，則毋須另行遞交紙本申請表格。 

- 如申請人在 31/05/2022(二)或之前遞交申請時已提供完整的申請資料及證明文件，並符

合申請資格及通過入息審查，學資處會提早在 2022年約 7月底/8月以自動轉帳形式發

放首階段書簿津貼予合資格的學生。 

- 至於 2021/22 學年不曾獲發書簿津貼的學生及在 2022/23 學年升讀小一的新生，學資

處則會按過往的安排，於 2022年約 8月起向合資格的申請人發出資格證明書。一如以

往，申請人如在 8月收到資格證明書並於開課後一星期內或發出日期的兩星期內（二者

以較遲者為準）將證明書交回學校，而學校在 9月中旬將收集到的資格證明書交回學資

處，學資處便會安排約於 10月底／11月初起以自動轉帳形式發放學校書簿津貼給申請

人。 

- 如有查詢，貴家長可聯絡學校事務委員會江揮文副校長、致電學生資助處 24小時查詢

熱線 2802 2345或瀏覽學資處電子通網頁

(https://ess.wfsfaa.gov.hk/essprd/jsp/pdf/apps0111.jsp?language=zh_TW)。 

 
  

https://ess.wfsfaa.gov.hk/essprd/jsp/pdf/apps0111.jsp?language=zh_TW


第6頁 

A351 2122 D 017C 02 月份事務(中三級學生)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之「我讀得到」粵語訓練班 

本校將舉行以下活動。 
 

科組名稱 訓輔組 

活動名稱 「我讀得到」粵語訓練班 

活動目的 訓練學生粵語聽講能力 

活動對象 已獲選之學生 

活動日期 14/02/2022(一)及 28/02/2022(一) 

活動時間 
A 組:下午 3:00-4:15 

B 組:下午 4:20-5:35 

活動地點 以 Microsoft Teams 形式進行 

費用* 免費(由校方支付) 

負責老師 林詣訑老師 
 

- 如當日教育局宣佈停課，活動將會取消。 

- 如有查詢，貴家長可聯絡訓輔組林詣訑老師。 

 

- 出席學生：  
 

 班別 班號 學生姓名 備註  班別 班號 學生姓名 備註 

1 1B 12 鄧文杰 • A 5 3C 7 孫藝菲 • B 

2 3A 14 黃俊軒 • A 6 3C 15 林穎賢 • B 

3 3A 17 林宇翔 • A 7 3D 7 孫藝夢 • B 

4 3B 15 蔣駿杰 • A 8 4B 17 林廷熙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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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青少年團活動：線上利是封裝飾製作班 

本校將舉行以下活動。 
 

科組名稱 宗教事務組 

活動名稱 佛教青少年團活動：線上利是封裝飾製作班 

活動目的 
加深學生對佛法、禪定和生命的認識，並透過製作利是封裝飾，學習放鬆情緒和修習禪

定，進一步把佛法應用到日常生活當中 

活動對象 中一至中五級已報名之學生 

活動日期 22/02/2021(二) 

活動時間 下午 3:30-下午 4:30 

活動地點 Microsoft Teams 

服飾 不適用 

費用 免費 

備註 已報名之學生需自備舊利是封 20 個、剪刀、雙面膠紙及釘書機 

負責老師 劉家發老師及麥敏娟老師 
 

- 報名方法： 

填寫電子報名表：https://forms.office.com/r/7SBKk0r8YE 或掃瞄以下二維碼報名： 

 
截止報名日期: 18/02/2022(五) 

- 如當日教育局宣佈停課，活動將會取消。 

- 如有查詢，貴家長可聯絡宗教事務組劉家發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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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升學及擇業小組輔導 

為加強對學生升學及擇業輔導的支援，本校將與學生進行小組面談，詳情如下: 
 

科組名稱 訓輔組 

活動名稱 中三級升學及擇業小組輔導 

活動目的 加強對學生升學及擇業輔導的支援 

活動對象 中三級全體學生 

活動日期 16/02/2022(三)至 24/02/2022(四) 

活動時間 見下表 

活動地點 Mircosoft Teams  

費用 免費 

負責老師 丘詠斯老師 
 

- 如教育局宣佈停課，活動將會取消。 

- 如有查詢，貴家長可聯絡生涯規劃組丘詠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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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學生：  
 

 日期  時間 班別 班號 學生姓名 接見老師 

1 16/02/2022(三) 14:30-14:55 3A 1 徐小媚 
• YWS 

2 鄧君楊 

16 林銳浩 

23 鍾俊熙 

2 17/02/2022(四) 14:30-14:55 3B 2 陳阳阳 • YWS 

8 吳慧婷 

9 曾明欣 

3 17/02/2022(四) 14:30-14:55 3C 1 陳雅翎 
• TCF 

9 陳顥天 

11 周柏熹 

21 鄒錦滔 

4 18/02/2022(五) 14:30-14:55 3D 2 何芷瑋 
• ZD 

4 黃穎淇 

7 孫藝夢 

8 容梓滛 

5 23/02/2022(三) 14:30-14:55 3A 3 鄧晓純 
• YWS 

5 林咏詩 

14 黃俊軒 

6 24/02/2022(四) 14:30-14:55 3B 10 陳麒讚 
• YWS 

12 陳偉霖 

14 黃偉峰 

17 鄧永泉 

7 24/02/2022(四) 14:30-14:55 3C 2 朱家慧 
• TCF 

3 黃悦珊 

4 劉至珍 

8 嚴靜雅 

8 24/02/2022(四) 14:30-14:55 3D 15 呂思煜 
• ZD 

16 石振皓 

18 楊旭鍇 

19 尹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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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課程簡介會 

本校將舉行以下活動。 
 

科組名稱 生涯規劃組 

活動名稱  應用學習課程簡介會 

活動目的 讓學生了解應用學習課程的課程及特色 

活動對象 中三級全體學生 

活動日期 15/02/2022(二) 

活動地點 Mircosoft Teams 

活動時間 下午 2:45-3:15 

服飾 不適用 

費用 免費 

負責老師 鄧秋發老師、張丹老師或丘詠斯老師 
 

- 如教育局宣佈停課，活動將會取消。 

- 如有查詢，貴家長可聯絡生涯規劃組鄧秋發老師、張丹老師或丘詠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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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升學講座 

本校將舉行以下活動。 
 

科組名稱 生涯規劃組 

活動名稱 香港城市大學升學講座 

活動目的 讓學生了解香港城市大學的課程及特色 

活動對象 中三級全體學生 

活動日期 16/02/2022(三) 

活動地點 Mircosoft Teams 

活動時間 下午 12:40-1:20 

服飾 不適用 

費用 免費 

負責老師 鄧秋發老師 
 

- 如教育局宣佈停課，活動將會取消。 

- 如有查詢，貴家長可聯絡生涯規劃組鄧秋發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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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愛的職業」探索 

本校將舉行以下活動。 
 

科組名稱 生涯規劃組 

活動名稱 「我最喜愛的職業」探索 

活動目的 讓學生了解自己的興趣、能力、喜好及個人特質 

活動對象 中三級全體學生 

活動日期 23/02/2022(三) 

活動地點 Mircosoft Teams 

活動時間 下午 12:40-1:20 

服飾 不適用 

費用 免費 

負責老師 鄧秋發老師 
 

- 如教育局宣佈停課，活動將會取消。 

- 如有查詢，貴家長可聯絡生涯規劃組鄧秋發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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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假期 

- 下表列出二月份學校假期： 
 

 日期 假日 

1 31/01/2022(一)- 

09/02/2022(三) 

農曆新年 

2 21/02/2022(一) 家長日補假 

3 25/02/2022(五) 教師發展日 

 

 此致 

中三學生家長/監護人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校長       謹啟 

 

2022年 2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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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學年 第 D017C 號通告 回條 

二月份事務摘要(中三級學生) 
 

敬覆者： 
 

-  本人知悉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2021-2022學年第 D017C號通告之內容。 

 

- 本人會於 11/02/2022(五)或以前以 School App遞交回條。 

 

 此覆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班別)(班號)         (中   «班別»班)(      )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此部份由班主任交校務處職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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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學年 第 D017C 號通告 回條 

二月份事務摘要(中三級學生)S3 
 

敬覆者： 
 

- 本人子女希望報讀以下應用學習課程(導引課程)：（最多選兩項）(請在 School App回

覆) 

- 本人會於 11/02/2022(五)或以前以 School App遞交回條。 
 

 課程名稱 課程提供機構 教學語言  

1 時裝形象設計 職業訓練局 中文或英文  

2 室內設計 職業訓練局 中文或英文  

3 數碼年代—珠寶設計 職業訓練局 中文或英文  

4 電腦遊戲及動畫設計 職業訓練局 中文或英文  

5 數碼漫畫設計與製作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或英文  

6 流行音樂製作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中文  

7 舞出新機－舞蹈藝術 香港演藝學院 中文  

8 由戲開始．劇藝縱橫 香港演藝學院 中文  

9 數碼媒體及電台製作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或英文  

10 電影及超媒體 職業訓練局 中文或英文  

11 數碼品牌傳播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英文  

12 多媒體故事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中文／英文  

13 公關及多媒體傳訊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中文／英文  

14 電子商務會計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或英文  

15 人工智能－商業應用 CityU (SCOPE) 中文或英文  

16 商業數據應用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中文或英文  

17 市場營銷及網上推廣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  

18 香港執法實務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中文或英文  

19 新派東南亞菜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中文  

20 甜品及咖啡店營運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中文或英文  

21 西式食品製作 職業訓練局 中文或英文  

22 機場客運大樓運作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中文  

23 酒店服務營運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或英文  

24 酒店營運 職業訓練局 中文或英文  

25 幼兒發展 明愛社區書院 中文或英文  

26 幼兒教育 職業訓練局 中文或英文  

27 美容學基礎 明愛社區書院 中文  

28 食品創新與科學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或英文  

29 動物護理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英文  

30 中醫藥學基礎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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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健康護理實務 明愛社區書院 中文或英文  

32 醫務化驗科學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或英文  

33 復康護理實務 明愛社區書院 中文或英文  

34 應用心理學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中文或英文  

35 實用心理學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中文或英文  

36 運動及體適能教練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中文或英文  

37 運動科學及體適能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中文或英文  

38 電機及能源工程 職業訓練局 中文或英文  

39 人工智能與機械人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或英文  

40 電腦鑑證科技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或英文  

41 電競科技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或英文  

42 資訊科技精要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中文或英文  

43 航空學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文或英文  

44 鐵路學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中文或英文  

45 英文傳意 職業訓練局 英文  

46 商用服務英語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英文  

47 服務業專業英語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英文  

48 韓國語文及文化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中文  

49 實用翻譯（漢英）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 中文及英文  
 

- 以以下網站課程資料為準。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

studies/applied-learning/ref-and-resources/applied-learning-

prospectus/ApL%20Prospectus%202022-24%20cohort.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ref-and-resources/applied-learning-prospectus/ApL%20Prospectus%202022-24%20cohort.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ref-and-resources/applied-learning-prospectus/ApL%20Prospectus%202022-24%20cohort.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applied-learning/ref-and-resources/applied-learning-prospectus/ApL%20Prospectus%202022-24%20cohort.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