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愛的家長：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約翰福音 14:27） 每個新學年的開始，都會帶給我們改變。

孩子會嘗試建立新的學習策略、習慣、目標；與不同的同學、老師建立新的關係；等待新的

課程內容、學習活動的挑戰。這些變化常需要孩子在自我認識和學習方式的轉變。作為孩子

的同行者，家長或會只着眼孩子的轉變，卻忽略自己也在同時成長中。隨著開學的臨近，孩

子興奮的心情或許與壓力同時累積，我鼓勵家長也留意自己的心情，會否讓緊張在不知不覺

中，為我們所愛的家人製造了不必要的張力！在準備開學過程中，請常常記得，上帝總是與

我們同在，引導我們，並賜予我們平安。當您感到壓力越來越大時，請專注於上帝的應許。

我會於每天開始工作前，為每位顯理家人的成長禱告。 

 

為學生的前路感恩 

我們的學生在 2022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 (HKDSE)中，取得不錯的成績。在 105 位畢業生，44

位孩子達到大學學位入學要求，91 位孩子取得五科合格的成績 (其中包括四科主要科目)。

更有 42 位孩子取得聯招取錄之通知，41 位孩子將入讀大學學位課程，102 位孩子將在各大

專院校繼續學習之路! 我衷心感謝教學團隊不懈的努力。 

 

人事變動 

幾位老師在上學年暫別我們的教學團隊，但同時亦有新成員加入，一同協力迎接未來的挑

戰。林俊嘉老師及劉敦老師(中文科)、張志良老師(物理科)及黃永枝老師(數學科) 將開啟他

們人生的新篇章。同時，一班充滿活力的老師，加入了我們的教學團隊：麥曉晴老師及林宛

侗老師（中文科）、歐晞雪老師（數學科及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以及何樂軒老師（數

學科）。願主祝福他們能適應新的工作環境，並享受在顯理大家庭中成長！ 

 

在此，也祝賀余志剛老師，於 2022-2023 學年，晉升為本校之副校長。 

 

學校主題和聖經經文 

本學年的主題是「學習有方，運動有法」。成長之路荊棘滿途。我們希望孩子能夠培養出

「成長思維」以應對生活中的挑戰。宗教組選擇了「羅馬書 10 章 9 節」作為主題經文：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 使你從死人中復活，就必得救。」希望同學能夠在學

習、運動以及生活中榮耀我們的神。 

 

與校長共晉早餐 

我計劃與新加入顯理的家長進行「早餐聚會」，預計聚會在十月中旬開始，讓我更了解每位

孩子的學習生活。有關日期、時間和方式（網上 / 實體面見），將在下一封家書中與大家分

享。 

 

交流與代禱 

如對上述問題有任何意見，或者有任何代禱事項想讓我知道並記念，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nhy@henrietta.edu.hk，希望能聽到您們的想法。熱切期待在學校活動中與您們見面，願上帝

保守您們一家。 

 

您的校長 

吳浩然 

2022 年 8 月 29 日 

 
 

 
 
 
 
 



 

 

 

顯理中學 
 

九月份 家長通知書 

 
(一) 上課時間                        001 / 22 號 

 

教育局公佈全港所有幼稚園及中小學在 2022 / 23 學年繼續進行半天面授課堂。本校將於二

零二二年九月五日 (星期一) 起實施下列上課時間，詳情如下，敬請  貴家長留意。 

 

節次 上課時間 (星期一至五) 

早 會 / 班 務 08:00 - 08:10  

宣佈 08:10 - 08:15  

1 08:15 - 08:45  
2 08:45 - 09:15 
3 09:15 - 09:45  

小 息 09:45 - 10:00  

4 10:00 - 10:30 
5 10:30 - 11:00 

小 息 11:00 - 11:05 

6 11:05 - 11:35 
7 11:35 - 12:05 

小 息 12:05 - 12:10 

8 12:10 - 12:40 
9 12:40 - 13:10 

 
(1) 如因事或因病請假，必須按手續請假，否則會被記缺點。請假手續請參閱《學生手冊》。 

 (2) 如教育局恢復全日上課安排，上課時間會另行通知，請留意學校短訊、學校網頁及 

eClass 短訊。 

 
 

2022 - 2023 年度「校曆表」已刊於《學生手冊》及學校網頁，請家長及學生留意全年的上課日，以

便適當安排其他活動。高中級別於長假期會按需要安排補課活動，請家長及學生特別留意。無論是

正常上課日，學校特別活動日，或試後活動，均具有學習意義，校方均非常重視，敬請 貴家長留

意。 

 
 

(二) 開學日及翌日之安排                  002 / 22 號 

 

日期 到校時間 活動 / 事項 放學時間 

1/9 (星期四) 08:30 前 班務處理及開學禮 
中一至中三級：下午 12:30  

中四至中六級：早上 11:15  

2/9 (星期五) 07:55 前 班務處理及講座 下午 12:00  

 
 

(三) 中四至中六級堂費                   003 / 22 號 

 

 根據政府 2007《施政報告》中宣佈，入讀高中之同學毋須繳交學費，但仍需繳交堂費。本

學年中四級或以上各級繳交堂費已呈交教育局，獲核准如下﹕ 

 

級 別 每期需繳之學費 每年需繳之堂費 收取時間 

中四 － $450 
9 月份 PPS 掃卡週 

(經由 PPS 繳交) 
中五 － $450 

中六 － $450 

 
 
 



 

 

(四) 學校守則閱覽須知                   004 / 22 號 

 

為了令學生能於健康安全的校園生活及學習，本校已制訂各項守則，並已列印於 

《學生手冊》及家長通知書內，請各位家長細閱了解。校園安全健康，實有賴家校合作。 

 
 

(五) 颱風及暴雨                              005 / 22 號 

 

    在受颱風或暴雨影響期間，請留意以下之安排： 

 

(1) 當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時，學校會照常上課。 

(2) 當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時： 

 

  (i) 如信號在上午 8 時前發出，學校停課，學生應留在家中。 

(ii) 如學生在上學途中獲悉停課，宜觀察雨勢、道路、斜坡或交通情況，以決定

是否繼續前往學校。學校會實施應急措施，有教職員照顧返抵學校的學生，

校方會在較安全情況下，讓學生離校返家。 

(iv.) 如信號在上課時間內發出，學生應留在校內，學校會繼續上課，直至正常下

課時間而學生可安全返家為止。 

(3) 當天文台懸掛八號或以上之風球，學校停課。 

(4)  如在上課以前颱風迫近，教育局局長會按情況需要，在各電台及電視台發出公佈，

通知家長應否著子弟上學，請留意本校位處之地區為北角城市花園道。 

(5)  如在上課時間內已懸掛一號或三號風球，而天氣情況可能迅速惡化，學校在接獲教

 育局局長指示後亦會隨時停課，校方會在較安全情況下讓學生離校返家。 

(6)  如風球已降至三號或以下，接著之上課日學校將會復課，惟 貴家長若認為天氣、

道路或交通仍未恢復正常，應自行決定是否著子弟上學。 

(7)  在持續大雨及雷暴期間，  貴子弟可因居住地區之天氣、道路及交通情況惡劣而決

 定不著子弟上學。如遇校內考試或測驗，學生因上述特殊理由而缺課，校方不會為

缺席的學生另行安排測驗與考試的日期，在此等特殊情況下，學生將不會遭受任何

處罰。 

(8) 學校停課與公開考試是否取消，並無必然關係。 

如有疑問，請於辦公時間，致電校務處查詢，電話：2570 1466。 

 
 

(六) PPS 轉賬行政費用及掃卡週之設立                     006 / 22 號 

 

PPS 公司會就家長每次轉賬收取行政費用 $2.20，學校將會負責繳付每學年每位同學首兩

次之行政費用，第三次起由家長負責，並會於學期終自動扣除。每次轉賬之限額為 $200

至$2000。(請家長留意：PPS 戶口，每年必須有最少一次之轉賬交易，否則戶口會被凍

結。) 

 

學校一般安排每月份之第二星期為同學之繳費掃卡週，掃卡繳費限期則為該週之星期五，

詳見 2022－2023 年度《學生手冊》中所列每月份之掃卡週日期。因著過往仍有部份家長

未能於指定之日期前完成轉賬，及部份問題因為 PPS 賬戶問題而產生，解決需時，故校

方希望家長能於學期初立刻檢查 PPS 賬戶是否正常，及留意各項繳費之限期，及早進行

轉賬，預留一個工作天讓 PPS 公司將轉賬資料傳送予學校，以便同學能如期掃卡繳費，

方便大家更有效率完成所有繳費及收費工作。 

 

學期初費用之掃卡日期為 9 月 5 日至 9 月 9 日，請家長預先進行轉賬 (建議 9 月 2 日或以

前轉賬)，各級繳費總額可參閱開學日派發之繳費表。文簿單詳請則可登入 eClass 平台之

宣佈欄查閱。 

 
 

(七) 特別收費 (上學期)                        007 / 22 號 

 
本校肩負教育事業，造福學子，向來重視改善教學質素與成效，故多年來，學校在教學環

境與設施上均大力發展，除於禮堂、特別室等安裝冷氣系統外，更設置小禮堂、通識教育

資源中心、校園電台、學生會室、學生活動中心、電腦輔助教導室及家長資源中心等，全



 

 

校電腦鋪設網絡，所有課室及特別室已安裝實物投影機及電腦液晶投射機作輔助教學之

用，讓學生得以接受廿一世紀優質資訊教育。 

 

學校之發展與時俱進，得益始終是在學之  貴子弟，學校為改善學習環境不斷進行改建及

維修，然而，學校擔負上述特別設施之維修保養及電費，今年補貼超過五十多萬。長此以

往補貼，終非長久之計。為使教學質素不因費用短絀而有所減退，故擬向學生徵收少量特

別收費，使現有之設施可繼續維持之餘，更可在教學資源上作其他方面之發展。教育局核

准徵收特別費，每年以不逾港幣三百一十元為限。本校將分別於上學期 (九月份) 及下學

期 (一月份) 分別收取特別收費每學生港幣 155 元，均透過 PPS 收取。中六學生只於上學

期繳付特別費用港幣 155 元。 

 

學校徵收特別收費以維持優質學習環境，實情非得已，惟望  貴家長予以體諒與支持。至

於清貧學生 (綜援、全津)，學校亦將鑑察實情而給予豁免申請。敬請  貴家長填妥豁免

「特別收費」申請表並著  貴子弟於 9 月 6 日 (星期二) 前交回班主任為盼。 

 
 

(八) 校園環保指引                                       008 / 22 號 

 

 為了一同建設綠色的校園，我們鼓勵教職員及學生，共同持守以下的環保原則。包括： 

 

1. 每班設資源大使。  

2. 疫情關係，班房內常設之資源回收箱暫停。學生可將已處理 / 清洗之回收資源放入「三色

回收桶」內 (新翼雨天操場)。 

3. 盡量於攝氏 25 度或以上，才開啟課室之冷氣。 

4. 珍惜資源，請於每次使用後妥善關閉水電。 

5. 舉辦活動時，留意食物之份量及禮物之包裝。 

 
 

(九) 申請使用課室儲物櫃及 / 或攜帶手提電話                                    009 / 22 號 

 

欲申請使用課室儲物櫃及 / 或攜帶手提電話之同學必須辦理申請手續。若申請獲准，學生

必須嚴格遵守相關守則，否則會受到處分。 

 
 

(十) 購買運動服事宜                         010 / 22 號 

 

欲購買運動服之同學可於 9 月 6 日(星期二)，帶備所需之費用直接向製造商 (維多利校 

服公司) 購買 (製造商將於當天到校)。 

 

男女生四社運動衣(印校徽)                

尺 碼 36 38 40 42 

價 目 $45 $48 $51 $54 

 

男女生運動短褲(繡校徽)                

尺 碼 XS S M L XL 

價 目 $37 $40 $43 $46 $50 

 

男女生運動外套(繡校徽)              男女生運動長褲(繡校徽)                

尺 碼 36 38 40 42 

價 目 $100 $105 $110 $115 

 

男女生藍色 V 領背心冷衫(繡校徽)                

尺 碼 34 36 38 40 42 

價 目 $123 $127 $131 $136 $142  

 

 

 

 尺 碼 36 38 40 42 

 價 目 $100 $105 $110 $115 



 

 

 

男女生藍色 V 領長袖冷衫(繡校徽)                 

尺 碼 34 36 38 40 42 

價 目 $133 $137 $141 $146 $152 

 

購買時間： 12:10 – 2:30 p.m. 

購買地點： 新翼雨天操場 

購買方法： 各級同學可於當日帶備所需費用即場訂購，中一已訂購運動服及毛衣的同學，

尚未領取，當日必需帶備訂購單據領取服裝。 

 

備 註： (1) 各級同學均須穿著運動服裝出席陸運會。 

  (2) 所有服裝均即場發售及派發。若欠存貨，容後通知領取。 

 
 

(十一) 保持警覺：防禦流感和其他傳染病                011 / 22 號 

 

(1) 根據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的公布，一些傳染病如人類豬型流感、流行性感冒、水 

  痘、諾如病毒(前稱諾沃克類病毒)及手足口病等不時於院舍及學校爆發。 

(2) 學校在新學年開始前已清洗及消毒校園，學校亦會促請全校學生/教職員，注意個 

 人及學校環境衞生。 

 (3) 為保障學生健康，我們籲請各位家長除了保持家居清潔衞生，亦需要提醒學生時 

  刻保持個人及校園環境衞生，包括以下的要點： 

 如子女有腹瀉、嘔吐及皮疹病徵，應儘快求醫；如有發熱、喉嚨痛、咳嗽或

   類流感徵狀，必須立即戴上口罩和儘早到指定流感診所求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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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子女有不適或需留院觀察，需立即通知學校。 

 與學校合作，將患病子女從學校接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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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新冠肺炎疫情，學生須戴上口罩回校。在進入校園時，須量度體溫及用酒 

精搓手液洗手。 

 

(4) 若有學生因病缺課，學校會盡量為該等學生提供學習支援，使他們不會因缺課影 

  響日後學習進度。 

 (5) 我們再次籲請各位家長通力合作，保持家居清潔衞生，時刻提醒貴子弟注意個人衞

生，做好一切預防傳染病的措施。 

 (6)       若子女懷疑患有傳染病，未經証實，家長亦需通知學校，著子女留在家中休息。 

 
 
 

(十二) 2022 - 2023 學生資助審批流程                  012 / 22 號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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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或幼稚園／幼兒中心的家庭申請各項學生資助。 

(2) 有意在 2022 - 2023 學年申請中、小學生資助的申請人，應根據申請指引填

妥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表格並應該已於 2022 年 5 月 31 日前，將填妥的

表格連同完整的證明文件直接寄回學生資助處。  

(3) 首次申請中、小學生資助的家庭，可向民政事務處或學校索取申請文件(見

下文第(1)至(4)項) 或從學生資助處的網頁，下載有關申請文件。申請人須

將填妥的申請表連 同相關證明文件副本，一併寄回學生資助處。 

  「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表格」(SFO7A)； 

http://www.wfsfaa.gov.hk/sfo/pdf/common/Form/fts/SFO7A.pdf
http://www.wfsfaa.gov.hk/sfo/tc/primarysecondary/tt/application/checklist.htm
http://www.wfsfaa.gov.hk/sfo/tc/primarysecondary/tt/application/forms.htm


 

 

  「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指引」(SFO75A(1))，及「填表須知」

(SFO75A(2))； 

  「證明文件封面頁」(SFO108)；及 

  供申請人寄回申請表的回郵信封(SFO182C)。 

 

一如以往，申請人需將填妥的「資格證明書」交回學校處理，經核實後，學資處

便會最早於 10 月發放書簿津貼予合資格的申請人。申請詳情須參閱「在職家庭及

學生資助事務處」網頁 http://www.wfsfaa.gov.hk，該處有清晰步驟及說明。學生

或家長可致電 2802 2345 (24 小時熱線) ，向學資處查詢。 
 

  家長可選擇在學生資助辦事處的網頁填寫網上表格，或下載索取。 

 
 

(十三) 2022-2023 學年的「港鐵學生乘車優惠計劃」                        013 / 22 號 

 
近年港鐵學生乘車優惠計劃已改為網上申請，家長可於 2022 年 8 月 18 日起前往以

下港鐵網址辦理。網頁中亦詳列各年級學生優惠計劃的有效期，可按情況進行申請或

續期。 

 
http://www.mtr.com.hk/ch/customer/tickets/student_travel_scheme.html# 

 

(十四)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014 / 22 號 

 

本校學生及家長在參與學校各項活動時，校方可能會拍攝照片或進行錄影，以作活動紀

錄、製作刊物或上載學校網頁等用途。本校將採取所有合理的步驟，以確保不會同時上

載學生的姓名和照片於網頁和社交媒體平台。此外，學生在校內的作品，包括習作、活

動成果及比賽作品，可能會被引用作課堂學習及展示、教學交流、刊載或展覽等用途，

以肯定學生的學習成果，並加強校內和與社區之溝通。為此，本校特函徵詢家長意願，

期盼家長同意 貴子弟的肖像和作品出現在上述各項教育活動及推廣上。如家長不同意

有關安排，可以書面向學校提出，以便跟進。 

 

本校亦會適時收集學生的個人資料，作為學生紀錄、提供輔導和申請服務，以及處理校

友事務等用途。而家長或監護人的個人資料，則用作聯絡和溝通之用。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家長有權查閱和修訂所提供的資料，詳情請參閱本通告附載之《收集

個人資料聲明》。 

 

此外，本校的公共地方裝有攝影系統並作保安用途，所有攝錄資料會按常規在 30日內

自動刪除，以確保學生的個人私隱得到最大的保障。 

 

    如有任何疑問或查詢，歡迎聯絡李家樂副校長。 

 
 

(十五) 電子通告                   015 / 22 號 

 

 有關查閱電子通告，家長必須使用學校 eClass 平台之登入戶口及密碼，於已安裝

eClass 手機 App 的智能手機(或使用電腦 http://eclass.henrietta.edu.hk)來查閱及簽署

通告。家長必須妥善保存密碼，及勿將簽通告的工作交予子女。如家長忘記了密碼，

可透過手冊「家長通知學校」一欄，簡單書寫重設密碼的要求，著 貴子弟交有關老

師，學校會於 2 至 3 個工作天內，將重設密碼以 SMS 短訊傳到 閣下的手機中。 
 

以下列出電子通告的優點，供家長參閱： 

(1) 家長直接從手機 App 收到通知，毋須透過子女轉交。 

  (2) 回條亦可透過手機簽回，包括剔選回覆項目。 

  (3) 父母可同時在自己的手機收到訊息。 

(同一戶口可在 2 部手機登入查閱通告，惟只可其中一方簽署。) 

  (4) 通告以電子檔形式存於手機，方便隨時查閱。 

http://www.wfsfaa.gov.hk/
http://www.mtr.com.hk/ch/customer/tickets/student_travel_scheme.html
http://eclass.henrietta.edu.hk/


 

 

  (5) 減少用紙。 

 
 

(十六) 更新家庭狀況                    016 / 22 號 

 

為能更準確了解各家庭情況，以致不同撥款能適當運用，幫助有需要學生，學校於 9

月初會發出一份電子通告，收集有關資料，屆時請家長填寫及著 貴子弟交回。 

 
 
(十七)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017 / 22 號 

 

教育局於 2019 年初成立「學生活動支援基金」，由 2019 / 20 學年起運用基金的投資回報

提供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讓公營學校（包括特殊學校）及直資學校申請，以支援有經濟需

要(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全額津貼或有經濟困難)的學生參與學校舉

辦或認可的全方位學習活動。 

  

若同學參與由校方舉辦或認可的全方位學習活動，均可申請支援津貼，惟若該年  

   度津貼用畢，則會即時停止有關津助，請各家長及同學留意。 

 

申請津貼方法：申請以每項活動計算，各家長可於活動的電子通告回條中依指示填妥有關

經濟狀況 (或有需要向校方提供證明)，校方經審核後，合資格的申請將會經 PPS 戶口發

回有關津貼。 

 
 

(十八) 個人意外保險                    018 / 22 號 

 

除教育局為所有資助學校購買綜合保險外，由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每

年檢討)，本校已為全體學生向雅文理財保險服務有限公司購買「個人意外保險」。有關保

障範圍及項目如下： 

 
保障項目 保障額 (港幣) 

1. 死亡 120,000 元 

2. 永久完全殘損 (例如喪失四肢、失聰、失明等) 120,000 元 

3. 意外事故之醫療費用，包括： 

  全年港幣 2,500 元之跌打及針灸醫療費用 

  每宗每天跌打及針灸費用最高港幣 200 元(每單據) 

  每宗意外全年跌打及針灸醫療費用最高港幣 1,000 元 

6,000 元 

4. 燒傷 

   ( 達第二級及第三級程度燒傷之醫療費用) 

30,000 元 (全年) 

5. 殮葬費用 5,000 元 

 

保單條款要點： 

1. 適用於就讀在校內及學校開放時間，包括活動及上課時間 

2. 香港範圍內，由學校所舉辦或安排之所有課外活動 

3. 凡乘搭學校所擁有、安排或租用之車輛而遭遇交通意外者 

4. 進食學校所有提供或安排之食物或飲品而導致食物中毒者 

5. 吸入不明氣體 (只適用於以上 1 及 2 項) 

6. 學生自行直接往返學校途中，或於往返學校舉辦活動之集合地點所發生之意外 

7. 學生必須於意外發生後兩星期內，將有關文件交回校務處辦理索償手續 

  

 備註：一切保險條款及保障內容以保險公司之保單為準 

 
投保人必須於意外發生日起，計兩星期內填報「意外索償表格」通知保險公司備案 (以

郵戳為準)，逾時者決不接受申請索償。至於有關意外的一切醫療費用收據，可定期交

給校務處蘇姑娘代為處理，直至所有醫療費用完結為止。 

 
 

 



 

 

有關索償事宜，請將下列文件一併交回校務處 (蘇姑娘) 代辦： 

(1) 填妥「意外索償表格」正本  

(2) 學生証副本 

(3) 醫療收據正本，收據上必須註明患者姓名及意外傷患性質 

(4) 如收據上沒有註明意外傷患性質，則須附上醫生証明書副本 

 
 

（十九) 學校就「紅碼」及「黃碼」人士應採取的措施及快速測試安排           019 / 22 號 

 

政府於 2022 年 8 月 8 日公布加強「疫苗通行證」功能及調整抵港人士的檢疫安

排，由 8月 9日開始，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者會被區分為「紅碼」人士，而從海

外地區或台灣抵港人士則會被區分為「黃碼」人士，其「疫苗通行證」二維碼會相

應轉為紅色或黃色。有關學校的安排如下： 

1. 學校應按相關規定拒絕屬於「紅碼」的人士(即確診者)進入校園學校。有關安

排適用於上班/上學的人士及訪客。如學校發現有屬於「紅碼」人士嘗試進入學

校，學校不得讓相關人士進入學校。由於相關人士不應離開其隔離地點，學校

需立即報警處理。 

2. 假若個別學校教職員及學生須以「3+4」模式進行檢疫，即使已完成接種兩劑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並超過十四天，至少要取得「黃碼」才可在醫學監察的 4

天期間上班及上學。為讓屬於「黃碼」的學生有同樣的學習機會，學校應讓這

些學生回校進行面授課堂。有關教職員/學生須要符合每天快速抗原測試呈陰性

後回校上班/上課的要求。任何屬於「黃碼」人士均不得以訪客身份進入學

校，例如以公眾人士身份參加校慶活動。 

3. 屬於「黃碼」教職員/學生在校內不可進行任何除下口罩的活動，例如吹奏樂

器、“接觸式”運動如足球、籃球。如屬於「黃碼」上班及上學人士需要午

膳，必須在校內進行，學校應為餐桌設置隔板，安排他們與其他學校員工及學

生分隔用膳地點，有關教職員/學生須保持適當的距離，並面向同一方向(避免

面對面)。用餐後，學校亦會徹底清潔消毒用餐地點。 

4. 學生應主動申報其「紅碼」或「黃碼」情況。如他們屬於「紅碼」人士，則不

得回校上課 ; 如屬於「黃碼」的學生，可在每天快速抗原測試呈陰性後回校上

課。 

 
 
 
 
 
 
 
 
 
 
 
 
 
 
 
 
 
 
 
 
 
 
 
 
 
 



 

 

Appendix 

Henrietta Secondary School 

顯理中學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Personal Data Privacy 個人資料私隱 

This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PICS) is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uidelines issued by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The PICS sets out the purpose 

for which your Personal Data1 will be used for the following collection, what you are agreeing to 

with respect to the use of your Personal Data by Henrietta Secondary School (the School) and 

your rights under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Cap. 486). This PICS may be revised 

from time to time, or otherwise changed as and when deemed necessary. If there is any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version of this PICS, the English version shall 

prevail. 

 

本收集個人資料聲明（「聲明」）是根據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發出的指引編制。本聲明申明

閣下的個人資料 1 被收集後會被用於甚麼目的、閣下同意顯理中學（本校）如何使用相關

個人資料以及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閣下享有的權利。本聲明可能不

時予以修訂或以其他方式予以更改。本聲明的英文與中文版本如有任何抵觸，一概以英文

版本為準。 

 

2. Purpose of Collection of Personal Data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your study with the School, the School may collect personal data 

from you and your parents/guardian(s) in relation to your study. The purposes of collection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handling matters relating to your health and safety, maintaining 

ongoing communication with you, attending to day-to-day administrative matters as evidence of 

your academic and non-academic performance, providing you with services or guidance for your 

personal growth, facilitating your applications for scholarships and awards, providing you with 

references in relation to your future study and employment, and recognising academic and non-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sharing such information within the School community and with the 

public. You must ensure that all personal data provided to the School are accurate, complete and 

up-to-date. If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are inaccurate or incomplete, the School may not be able 

to proceed with the purpose for which such data were requested. 

 

本校可能於閣下就讀期間，向閣下及閣下之父母／監護人收集與閣下學習相關的個人資

料。收集該等資料的目的包括但不限於處理有關閣下的保健及安全事宜、與閣下保持持續

的溝通、於處理日常行政事務時證明閣下學術及非學術層面的表現、向閣下提供個人成長

的服務或指導、協助閣下申請獎學金計劃及獎項、就閣下將來升學就業事宜提供評介以及

表揚閣下學術及非學術層面的成就，並與本校社群及公眾人士分享有關資料。閣下須確保

向本校提供準確、完整及最新的個人資料。如閣下所提供的個人資料不準確或不完整，本

校可能無法繼續處理有關資料以達到收集該等資料的目的。 

 

3. Disclosure and Security of Personal Data 個人資料的披露及保安 

The School will take all practicable steps to keep your personal data confidential but the School 

may transfer your personal data to the Education Bureau, Centre for Health Protec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lumni Association,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or other organisations (e.g. 

the Hong Kong School Sports Federation etc.) providing services in relation to your study or 

competitions for the above-mentioned purposes for which the personal data are to be used. The 

School may also transfer such data to any person to whom the School is under obligation to make 

disclosure under the requirements of any law binding on it. The School may include a student’s 

awards, image, work, and/or his/her name in photos/videos in the School’s publications or on the 

School’s website an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he School will take all reasonable steps to ensure 

that a student’s full name and photo are not put together online and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Except as mentioned in the above paragraph, your personal data will be accessible only to 

designated staff members who are authorised to handle the personal data of students. Any person 

designated to handle the personal data will be instructed to do so only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1 Personal data means ‘personal data’ as defined in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Cap. 486). 個人資料是根據《個

人資料（私隱）條例》所界定的「個人資料」。 



 

 

PICS. 

 

本校將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以確保閣下的個人資料保密，但本校可能會移轉閣下

的個人資料予教育局、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家長教師會、校友會等，或其他為閣下提供

教育服務或舉辦比賽的機構（如香港學界體育聯會等），以達到上述提及使用閣下個人資料

的目的。此外，本校可能於刊物、網站或社交媒體平台，刊登學生的獎項、影像、作品及

／或在照片／短片展示其姓名。本校將採取所有合理的步驟，以確保不會同時上載學生的

姓名和照片於網頁和社交媒體平台。除上述情況外，閣下的個人資料將只供校方授權處理

學生個人資料的員工審閱。任何被指派處理個人資料的人士將按指示遵照本聲明的規定行

事。 

 

4. Access to and Correction of Personal Data 個人資料的查閱及更正 

You have a right under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to make a data access or 

correction request concerning your personal data in relation to your study. You may make such 

request by completing the ‘Data Access Request Form’ (OPS003) 

(https://www.pcpd.org.hk/english/resources_centre/publications/forms/files/Dforme.pdf) and 

submitting the completed form directly to the office of the School (2 City Garden Road, North 

Point). The School has the right to charge a reasonable fee for processing any data access request.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閣下有權要求查閱或更正與閣下學習相關的個人資料。

如閣下希望提出有關要求，請填妥「查閱資料要求表格」（OPS003） 

（https://www.pcpd.org.hk/chinese/publications/files/Dformc.pdf），然後送交本校（北角城市

花園道 2 號）。本校有權就處理任何查閱資料的要求收取合理費用。 

 

5. Retention of Personal Data 個人資料的保留 

It is the School’s policy to continue to retain certain personal data of students upon your 

withdrawal of studies or graduation. Such data are required for the purposes of promotions, 

communications, invitation to school events and provision of references to the concerned 

universities/employers upon request of the students. If you do not wish the School to retain your 

personal data, please notify the School by sending a letter (2 City Garden Road, North Point). 

 

根據本校的政策，本校將於閣下退學或畢業後繼續保留部分個人資料。該等資料將被用

以宣傳、通訊、邀請閣下參與本校的活動以及因應學生的要求向有關大學／僱主提供評

介。如閣下不希望本校繼續保留有關資料，請以書面方式通知本校（北角城市花園道 2

號）。 

 
 
 
 
 
 
 
 
 
 
 
 
 
 
 
 
 
 
 
 
 
 
 
 
 
 
 
 

https://www.pcpd.org.hk/english/resources_centre/publications/forms/files/Dforme.pdf
https://www.pcpd.org.hk/chinese/publications/files/Dformc.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