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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新生及家長須知 

 

一、 我們期望各新生在暑假繼續學習，以迎接新的學習階段。學生須於暑假期間完成 

 以下課業，於九月一日交回班主任： 

 

科目 作業名稱 出版社 

中文 中文綜合訓練營 1 （第四版）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英文 
Discovering English in Summer  

(P6 to S1) 
Pan Lloyds Publishers Ltd. 

數學 
樂思數學至FUN暑假 

（小六升中一） 
樂思教育出版有限公司 

假期閱讀 「暑期閱讀計劃」工作紙 ------- 

 

 註：中、英、數暑期作業可自行購買，或於7月13日、7月14日註冊後於203室選購，亦可於7 

 月16日「校長迎新茶聚」後往203室選購。 

 

 

二、 所有新生須於7月18日（二）早上9時至中午12時30分，參加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新生須盡力及

認真完成測驗，以便校方評估各新生之學業能力，作為編班的參考。安排如下： 

 

                                                                    考試場地：四樓課室 

時間 項目 備註 

8:45-9:00 報到、就座 

 

 

 請穿小學校服回校(課室冷氣開放，建議另攜保暖衣物) 

 帶備文具、[中學學位分配 ─ 派位證]  

 學生請直接到4樓閱覽考試分組名單（包括特別考試調

適考生） 

 學生必須參加測驗。若因事(例如生病或不在本港)未能

參加，家長必須在測驗當日或之前向本校呈交請假

信，以便教育局需要時查閱。(請假信最遲7月21日交回

校方) 

 每科考試時間為50分鐘，學生須於開考前約10分鐘返

回課室就座 

 如當日教育局因惡劣天氣而宣佈所有學校停課，測驗

會順延至後備日19/7(三)舉行 

 

9:00-9:50 數學科 

 

 

10:20-11:10 英文科(聆聽、讀寫) 

 

 

11:40-12:30 中文科(聆聽、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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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協助中一新生盡早適應中學生活，鞏固學習常規，所有新生須參加本校舉辦之「中一迎新活動」及

「中一暑期增潤課程」，日程如下： 

 

日期 時間 項目 備註 

20/7(四) 9:00-12:00 

 

中一迎新活動(一) 

 

穿着輕便體育服或小學運動服 

準時回校到雨天操場集合 

21/7(五)  

 

9:00-12:00 中一迎新活動(二) 

 

22/7(六) 14:00-16:30 中一迎新活動(三) 

 

24/7(一)至27/7(四) 

21/8(一)至24/8(四) 

9:00-12:00 中一暑期增潤課程 

(共8個半天) 

穿著輕便體育服/小學體育服(24/8除外) 

須帶備文具、暑期作業 

活動內容詳見本小冊子第4頁至第5頁 

1/9(五) 8:05 -12:05 開學日 穿著整齊夏季校服 

須帶備文具 

4/9(一)至15/9(五) 8:05 -12:05 

 

正式上課日(適應期) 

下午各級進行講座/活動 

 

穿穿著整齊夏季校服 

須帶備文具、暑期作業、教科書 

帶書包  

8/9(五)至8/9(六) 兩日一夜 中一成長營 另詳見有關家長信 

 

 

四、 本校為中一家長舉辦兩場工作坊、兩次聚會，敬請家長出席。活動如下：  

 

日期 時間 地點 項目 

16/7(日) 16:00-17:30 二樓禮堂 校長迎新茶聚 

(由校長、副校長主持，家長務必出席) 

20/7(四) 9:00-10:00 203室(學生活動室) 中一家長工作坊一：關愛共融在王中 

(輔導主任黃家標、教育心理學家楊姑娘主持) 

21/7(五) 9:00-10:00 203室(學生活動室) 中一家長工作坊二：小六升中一的改變 

(輔導主任鍾淑嫺、社工杜永強主持) 

22/7(六) 14:00-16:30 二樓禮堂 中一懇親會（由校長、副校長及主任主持，

又與班主任會面，家長務必出席）  

 

五、 為協助中一新生訂造校服、購買暑期作業、教科書，本校特別安排「迎新一條龍服務」，日程如下： 

日期 時間 地點 項目 

13/7(四)至

31/8(四) 

---- 在本校大堂陳列 

 

夏季校服、體育外套及長褲式樣及價目表 

13/7(四) 9:00 - 16:00 203室 購買暑期作業($76) 

訂造校服(交訂金$200) 14/7(五) 禮堂 

16/7(日) 18:00 – 19:30 203室 購買教科書及參考書（全套為$2,441.10) 

購買暑期作業($76) 

21/7(五) 12:00 - 14:00 雨天操場 帶備單據、領取已訂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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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迎新活動時間表 
 

日期 時段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第七組 

第八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家長工作 

20/7 

(四) 

 

09:00-09:10 集隊(有蓋操場)   

09:15-10:20 Say Hello To 王中(破冰遊戲)  家長工作坊

(一) 10:20-10:45 小息   

10:45-11:50 歷奇活動   

11:50-12:00 班務   

21/7 

(五) 

09:00-09:10 集隊(有蓋操場)   

09:15-10:20 關愛成長 數學遊踪 知識寶庫 新天新地  家長工作坊

(二) 10:20-10:45 小息   

10:45-11:50 數學遊踪 關愛成長 新天新地 知識寶庫   

11:50-12:00 班務   

22/7 

(六) 

2:00-2:05pm 集隊(有蓋操場)  中一懇親會 

2:05-2:50pm 知識寶庫 新天新地 關愛成長 數學遊踪  

2:50-3:00pm 小息  

3:00-3:45pm 新天新地 知識寶庫 數學遊踪 關愛成長  

3:50-4:30pm 班務  

 

 

中一暑期增潤課程  

目標： 

 提升中一新生對王中的歸屬感 

 讓中一新生體驗王中多元化的學術與非學術活動 

 

 A 組 B 組 C 組 D 組 

24/7 

(星期一) 

9:00-9:15 開學禮 

9:15-9:50 「暑期作業輔導課 9:15-9:50」 

10:05-10:55 創意藝術製作 1 資訊科技 DIY 阿卡貝拉。 

人聲樂團 

健康 check 一

check(著運動服) 

11:10-12:00 健康 check 一

check(著運動服)  

阿卡貝拉。 

人聲樂團 

資訊科技 DIY 創意藝術製作 1 

25/7 

(星期二) 

 A 組 B 組 C 組 D 組 

9:00-9:50 「暑期作業輔導課 9:00-9:50」 

10:05-10:55 阿卡貝拉。 

人聲樂團 

創意藝術製作 1 健康 check 一

check(著運動服)  

資訊科技 DIY 

11:10-12:00 資訊科技 DIY 健康 check 一

check(著運動服)  

創意藝術製作 1 阿卡貝拉。 

人聲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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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星期三) 

 A 組 B 組 C 組 D 組 

9:00-9:50 「暑期作業輔導課 9:00-9:50」 

10:05-10:55 自主學習小組 

培訓 

自主學習小組 

培訓 

反斗英語 反斗英語 

11:10-12:00 反斗英語 反斗英語 自主學習小組 

培訓 

自主學習小組 

培訓 

27/7 

(星期四) 

 A 組 B 組 C 組 D 組 

9:00-9:50 「暑期作業輔導課 9:00-9:50」 

10:05-10:55 書中自有黃金屋 書中自有黃金屋 時事常識考考你 

 

時事常識考考你 

 

11:10-12:00 時事常識考考你 

 

時事常識考考你 

 

書中自有黃金屋 書中自有黃金屋 

21/8 

(星期一) 

 A 組 B 組 C 組 D 組 

9:00-9:50 「暑期作業輔導課 9:00-9:50」 

10:05-10:55 玩出好品格 1 人際關係 Go Go

高 1 

寫意快拍 創意藝術製作 2 

11:10-12:00 寫意快拍 創意藝術製作 2 玩出好品格 1 人際關係 Go Go

高 1 

22/8 

(星期二) 

 A 組 B 組 C 組 D 組 

9:00-9:50 「暑期作業輔導課 9:00-9:50」 

10:05-10:55 人際關係 Go Go

高 1 

寫意快拍 創意藝術製作 2 

 

玩出好品格 1 

11:10-12:00 創意藝術製作 2 

 

玩出好品格 1 人際關係 Go Go

高 1 

寫意快拍 

23/8 

(星期三) 

 A 組 B 組 C 組 D 組 

9:00-9:50 「暑期作業輔導課 9:00-9:50」 

10:05-10:55 STEAM 活動 數遊智多 FUN 

 

人際關係 Go Go

高 2 

玩出好品格 2 

11:10-12:00 玩出好品格 2 人際關係 Go Go

高 2 

數遊智多 FUN 

 

STEAM 活動 

24/8 

(星期四) 

 A 組 B 組 C 組 D 組 

9:00-9:50 人際關係 Go Go

高 2 

玩出好品格 2 STEAM 活動 數遊智多 FUN 

10:05-10:55 數遊智多 FUN STEAM 活動 玩出好品格 2 人際關係 Go Go

高 2 

11:10-12:00 拍照及「畢業禮」(穿著本校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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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所有新生須參加中一迎新活動及中一暑期增潤課程。未能參加或無故缺席者，家長必須呈交請

假信。 

 

2) 繳交費用$500，包括：非標準項目收費$300、家長教師會費$30、成長營$70、簿費$70.9、 

社費$5、學生會費$10、中文科文件袋$8.8及班會費$5.3。(「非標準項目收費」包括禮堂、圖書館

及特別室之冷氣費用、各課室電腦之維修費用及學生筆記油印費等。) 

 

註:若家長註冊時以現金繳付，可即時獲發收據；若以支票繳付，抬頭請註明「樂善堂王仲銘中學法團

校董會」，支票背後寫下子女姓名，收據將於開學日派發予 貴子弟。 

 

3) 已索取申請書簿及車船津貼表格之學生，需盡早填妥有關表格，並連同所需文件副本寄回學生

資助辦事處。 

 

4) 請家長及學生留意各項活動之舉行及結束時間、所需物資。歡迎家長接送子女。 

 

5) 學生宜自備食水、雨具。 

 

6) 學生應善用暑假作升中之準備，認真完成各科作業、閱讀課外書籍，及作適量之休息和康體活

動。家長宜予以督促，並積極陪伴子女升讀中學。 

 

7) 本校將跟進學生在小學、迎新活動之表現，如有需要，老師或社工將聯絡家長到校面談，以協

助學生適應中學生活。 

 

8) 30/8公布之暫定編班名單，校方將按學期初學生之實際情況，可能作出調動。 

 

 

校服及教科書承辦商到校售賣服務 
 

本校為方便各中一新生及家長，特地推出「迎新一條龍」服務，聯絡有關商戶、安排場地及人手，

純粹義務為本校中一學生服務，所有金錢、物資交收及一切跟進事宜，概由家長與商戶負責，本

校並無任何利益關係，敬請家長留意及自行選擇。如家長不在指定時間享用有關服務，可以自行往

任何商號訂購，校方不會另作安排。 

 

有關商號地址 

1. 文風書局： 九龍九龍城聯合道72號A地下  

    電話：26059640 

 

2. 維多利校服公司： 本校附近地區門市如下： 

     九龍城打鼓嶺道64號地下(電話：2382 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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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位置圖及交通路線舉隅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地址：九龍樂善道 161號  電話：23820002  網址：http://www.lstwcm.edu.hk 

 

 

 

 

 

 

 

 

 

 

 

 

 

 

 

 

 

 

 

 

 

 

部分九巴巴士路線：1A,11B,11D,13D,15,16,17,93K 

(由觀塘出發，「譽．港灣」巴士站下車，過天橋，穿過 Mikiki 商場) 

部分小巴巴士路線： 

1.於觀塘乘綠色 102 小巴，往新蒲崗方向，總站下車，向寧遠街方向前行約 5 分鐘，過隧道即可。 

2.黃大仙港鐵站，轉乘紅色黃大仙小巴，到「樂善堂王仲銘中學」站下車即可。 

3.九龍塘港鐵站，轉乘綠色 25M 小巴，到「樂善堂王仲銘中學」站下車即可。 

4.樂富港鐵站，轉乘綠色 39M 小巴，到「樂善堂王仲銘中學」站下車即可。 

5.啟晴村、德朗村，乘綠色 88 小巴，到「彩虹道」站下車即可。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譽．港灣」巴士站 

小巴下車地點 

 

http://www.lstwcm.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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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忘 

中一新生及家長重要活動及事項一覽表 

日期 時間 地點 事項 

 

13-14/7 9:00-12:30 

14:00-16:00 

二樓禮堂 

203室 

新生註冊(繳交$500) 

訂造校服（按金$200） 

購買暑期作業($76) 

16/7 16:00-17:30 二樓禮堂 校長迎新茶聚（家長） 

17:30-19:30 203室 即場購買教科書(帶現金) 

18/7 8:30-12:30 四樓課室 中一學科測驗(帶派位証) 

20-21/7 

 

9:00-12:00 雨天操場 中一新生迎新活動 

9:00-10:00 203室 家長工作坊 

21/7 12:00-14:00 雨天操場 領取已訂造之校服 

22/7 14:00-16:30 雨天操場 中一新生迎新活動 

14:00-16:30 二樓禮堂 懇親會 

24/7(一)至27/7(四) 

21/8(一)至 24/8(四) 

9:00-12:00 3樓課室 中一暑期增潤課程註 1 

1/9 8:05-12:05 3樓課室 開學日 

4/9-15/9 8:05-12:05 課室 開學適應期以特別時間表上課 

13:20-15:45 禮堂 特別講座註 2 

8-9/9 兩天一夜 校外營地 中一成長營 

18/9起 8:05-15:45 全日上課 

  註:1 詳情請細閱本小冊子 P.4-5    註 2:開學後派發各級活動時間表 

                                    家長務必出席下列兩項活動 

~~~~~~~~~~~~~~~~~~~~~~~~~~~~~~~~~~~~~~~~~~~~~~~~~~ 
校長迎新茶聚 

          

日期：7 月 16 日(日) 

時間：16:00-17:30   

地點：二樓禮堂 

懇親會 

          

日期：7 月 22 日(六)  

時間：14:00-16:30   

地點：二樓禮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