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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01/21 

迦密柏雨中學  

（一） 2021-2022 新生註冊須知 

                       

1. 迦密柏雨中學由基督教興學會主辦，乃一政府津貼全日制中學，以英文為主要教學語言。

本校致力全人教育，德、智、體、群、美、靈育並重，除一般學科及課外活動外，聖經

科、宗教及德育集會亦為完整課程之一部份。 

 

 

2. 本校十分重視學生之品格行，對於學生服飾、髮型、談吐亦有嚴格要求。校規及守則刊於

稍後派發的學生手冊及通告。 

 

 

3. 學生不需繳交學費，但須自行繳付所參加之學校組織費用（如學生會費、社費、班會費

等）。 

 

 

4. 暑假期內，學生必須完成指定的暑期作業，並於 9月 2日繳交。作業課本如下： 

 

 

 
暑期作業 出版社 定價 

商務印書館 

折實價 

中文科 
樂思中文至 Fun 暑假（第二版） 

（小六升中一） 
樂思教育 $45.00 $26.00 

英文科 
Summer Adventure in English (A 

Foundation Course) : P6 to S1 (3rd 

ed.)  

Athens Education $40.00 $25.00 

數學科 
Wow! Mathematics Summer Fun (P6 

to S1) (New Syllabus Edition) 
Pan Lloyds $45.00 $26.00 

 

 

5. 中一新生須於 7 月 13 日（星期二）上午 8:30 到校參加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請帶備

文具及派位證，並穿著原有小學校服出席。詳情如下： 

8:30 有蓋操場集合 

9:00 – 9:50 數學 

9:50 – 10:20 小息 

10:20 – 11:10 英國語文 

11:10 – 11:40 小息 

11:40 – 12:30 中國語文 

 學生須於下一科開考前先在有蓋操場集隊。 

 學生或家長可於當日早上購買暑期作業。 

 

 

 

6. 本校鼓勵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課外活動。為幫助中一同學投入學校

活動，請掃描右方 QR Code，並於 7 月 12 日前填妥「學術及課外

活動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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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家長可自行選擇任何書局購買課本。家長可掃描書單上的 QR Code，經商務印書館網上訂

購。為方便家長，商務印書館於 7 月 13 日（星期二）上午 9:00 至下午 1:00 在本校設置攤

位售買暑期作業。 

 

 

8. 有關校服事宜，請參閱佈告板及「夏季校服規格」通告。如選用本校建議的校服供應商，

須於 7 月 14 日（星期三）回校即場購買或訂造。為免訂購過程擁擠，建議編號 001 至 060

的學生於上午 10:00 至 11:30 回校辦理，其餘編號學生則可於上午 11:30 至下午 1:00 辦

理。 

 

 

9. 本校為中一學生安排升中銜接課程及新生輔導講座。英語銜接課程由外聘之外籍英語教師

教授，費用由本校全數支付。中一學生必須按下述時間，穿著本校整齊校服參加。 

 

 
8 月 16日 

(星期一) 

8月 17日 

(星期二) 

8月 18日 

(星期三) 

8月 19日 

(星期四) 

上午 

9:00–12:15 
新生輔導講座 數學銜接課程 科學銜接課程 

 
8 月 23日 

(星期一) 

8月 24日 

(星期二) 

8月 25日 

(星期三) 

8月 26日 

(星期四) 

上午 

9:00–12:15 
英語銜接課程 

   

    

10. 8月 21日（星期六）上午 9:00 至中午 12:00 為迎新日，中一新生必需出席。迎新日有為家

長而設的講座及校務答問，敬請家長於 7月 12日前登入學校應用程式回覆。 

 

 

11. 下學年開學禮定於 9 月 1 日舉行，各級學生須於上午 9:00 回校集合，放學時間為下午

12:40。9 月 2 日處理班務，上課時間為上午 9:00 至下午 12:40。9 月 3 日起按正式時間表

上課。 

 中一至中三 中四至中六 

9:00 – 10:40 開學禮 班務 

10:40 – 11:00 小息 

11:00 – 12:40 班務 開學禮 

 

12. 上述各項活動如有改動，將透過校學應用程式通知，敬請留意。 

 

 

13. 請於暑假期間拍攝下學年需用之學生相片，學生需於同時備有相片的電子版本，於 9 月 2

日繳交。詳情參閱後頁附件。 

 

 

14. 各級學生均可外出午膳，如留校午膳，學校小食部有飯盒及麵食出售。小食部由「維他天

地」營辦，只接受八達通購買食物。 

 

15. 本校期望家長保持良好溝通，如有疑問，歡迎致電學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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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基督徒團契暑期聚會  

 

    本校是一所基督教中學，除積極推動學術及課外活動外，更注重培育同學有美好的靈性。好

使他們能成為一位有積極人生觀及崇高價值觀的好學生，在校能尊師重道，在家能孝敬父母，日

後能成為良好公民，榮神益人。 

 

 學校每年在暑假期間，每逢週五均舉行基督徒團契聚會。形式包括講道、聖樂及交誼聚會

等。相信對升中一同學大有裨益，在悠長的暑假不致閒懶浪費光陰，又能讓同學盡早認識主耶

穌；亦能與老師及其他學兄學姊建立互助互愛的師友關係，對於適應中學生活大有幫助。敬希  

閣下允准你的子女參加。聚會日期、時間、地點及內容如下： 

 

 日    期：23/7、30/7、6/8、13/8、20/8（逢星期五） 

 時    間：上午 10:30 至下午 12:15 分 

 地    點：本校綜合用途室 

 

日期 題目 負責人 內容重點 

23/7 校長少年時代的暑假 黃偉強校長 
黃校長以自身經歷教導同學 

如何過有意義的暑假。 

30/7 我也可以經歷神 師兄師姐 
透過師兄師姐的經驗， 

證明  神是真實的。 

6/8 不一樣的學生生活 
譚明輝校長 

(本校榮休校長) 

譚校長與我們分享信耶穌對同

學是何等重要! 

13/8 化學博士信耶穌？ 
譚家豪博士 

(本校校友) 

科學與信仰有衝突嗎？ 

為何化學博士會信耶穌？ 

20/8 團契同樂日 師兄師姐 
透過遊戲活動， 

幫助大家融入團契大家庭。 

 

 服飾要求：本校或小學夏季校服 

 

 

 為歡迎及方便照顧新同學，請於 7月 12日前掃描右方 QR Code回

覆是否參加基督徒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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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相片規格 

 
1. 學生必須穿着整齊夏季校服拍攝學生相片，髮型儀容須符合校挸。 

 

2. 相片必須為半年內的近照。 

 

3. 男生不可扣頸喉鈕拍攝相片。 

 

4. 相片的背景應為淺藍色。 

 

5. 相片必須顯示學生的完整正面及校徽。 

 

6. 相片尺寸必須為 40毫米（闊）乘 50亳米（高），頭頂上須保留適當空位。 

 

7. 以下相片將不獲接納： 

  學生並非位於相片正中 

  學生的眼鏡框遮擋眼睛 

  學生沒有穿着整齊夏季校服或髮型儀容不合規格 

  男生扣頸喉鈕拍攝相片 

  學生的面部／眼鏡反光 

  相片有陰影 

  相片太光 

  相片太暗 

  相片不清晰 

 

8. 為確保照片格式合乎要求，強烈建議同學往攝影沖曬公司或影樓拍攝照片，並取得相片數碼

檔案。 

 

9. 同學須繳交相片數碼檔案，並於 2021年 9月 2 日把相片電郵給班導師。 

檔案名稱： 以學生姓名，班別及班號命名檔案。(例如 1A班 1號陳大文同學的相片，檔案

名稱應為「1A01陳大文」) 

相片格式： 圖像類別：JPEG 

 檔案大小：5 MB或以下 

合適尺寸： (a) 由掃瞄器(600dpi)擷取－相片大小：40毫米(闊) × 50亳米(高) 或 

 (b) 由數碼相機擷取－圖像大小：最少 1200像素(闊) × 1600 像素(高) 

 

10. 同學另須於開學前準備一張合規格學生相作貼手冊之用。 

 

11. 如遞交的相片不合標準，校方有權要求同學重新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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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夏季校服規格 

 

 

A. 女生夏季校服 

  (一) 髮型：  1. 髮型應以純樸端莊為原則； 

       2. 額前頭髮不可觸及眼睛，過眉者需用髮夾夾起，兩鬢碎髮必須用髮夾夾好； 

  3.  以齊剪法 (one length) 修剪者，兩旁頭髮必須用髮夾夾穩； 

   4.  髮長不可及肩，如超逾此長度須束起作“馬尾”或孖辮，不可有其他束紮之方

 法；馬尾或孖辮應順髮勢向下，不得使其豎高； 

   5.  不可佩戴任何頭飾，如有需要，可用黑色橡筋圈束髮；惟須束縛於最接近髮

 根處； 

    6. 不可染髮，亦不可塗上任何東西，如啫喱膏或定型水等； 

             7. 不准電曲髮，必須直髮(天生曲髮除外)； 

              8. 留短髮者，不可剷得太短，亦不可剪得參差不齊。 

 

 (二) 校裙：  1. 白色的確涼全身工字褶裙； 

   2. 紫色方領及紫色腰帶，背面開拉鍊； 

   3. 左襟前有校徽； 

   4. 裙長必須及膝 (身量長高後尤須留意)； 

   5.  腰帶須經常用鈕扣束好，不可放鬆，亦不宜束之過緊； 

   6. 必須穿著純白色連身底裙及白色或貼近膚色內衣。 

 

 (三) 鞋 ：  1.  純黑色掘頭學生皮鞋；必須綁帶或有扣(包括魔術貼)，但不得為涼鞋或便鞋

 型； 

   2. 不可靴型、尖頭或附有飾物及明顯標誌； 

   3. 鞋面要平滑，無特別車縫線或打孔或擊鑿花紋；  

  4.  有扣鞋必須為單帶或丁字帶，帶子闊度要介乎1.5至2.5厘米，並必須貼近腳

 骹； 

  5.  款式詳情務請參閱已張貼於佈告板之圖樣及資料； 

  6. 任何不同款式，請經訓導主任批准後，方可穿著。     

 

 (四) 襪 ：  1.  純白色短襪，襪長由腳眼對上 3 厘米至小腿一半，切不可過長； 

               2. 不可有任何花邊或飾物標誌 (嘜頭)；  

              3. 不得穿著絲襪，亦不可穿著毛巾襪或厚運動襪。 

 

B. 男生夏季校服 

 (一) 髮型：  1. 髮型應以純樸端莊為原則； 

              2. 額前頭髮拉直不可觸及眼睛； 

           3. 不可作齊剪法 (one length) 修剪，亦不可兩側過度剷短 (undercut)； 

  4. 側面髮鬢不可超過半耳，後面髮腳不可蓋著衫領； 

              5. 兩耳及頸後的髮腳不可作“分層髮腳”的剪法 (double cut)； 

              6. 不可電髮或染髮；亦不可塗上任何東西，如啫喱膏或定型水等； 

              7. 又不可留鬍鬚，必須經常修淨。      

       

 (二) 恤衫：  1. 白色的確涼無暗花短袖恤衫； 

               2. 領尖無鈕，頸喉有鈕，不可夏威夷恤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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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左襟有袋，袋口無鈕無蓋； 

   4. 鈕門無貼，恤衫背面無褶； 

   5. 恤衫必須經常束在褲內；             

   6. 除頸喉鈕外，不得鬆解任何其他衫鈕；   

                7. 必須穿著純白色之內衣。 

          

 (三) 褲 ：  1. 白色的確涼長褲； 

   2. 褲前無褶； 

  3. 小斜袋； 

  4. 背面有暗袋，無蓋無標誌 (嘜頭)； 

  5. 直腳，不可吊腳、修窄或喇叭型； 

  6. 必須佩戴黑色皮帶，闊度不超過4厘米；帶扣無飾物，闊度不超過5厘米。  

 

 (四) 鞋 ：  1. 純黑色掘頭學生皮鞋； 

             2. 必須綁帶或有扣，但不得為涼鞋或便鞋型；                

  3. 不可靴型、尖頭或附有飾物及明顯標誌； 

             4. 任何不同款式，請先經訓導主任批准後，方可穿著。 

 

  (五) 襪 ： 1. 純白色短襪，惟必須蓋過腳眼以上； 

             2. 不可有任何花邊或飾物標誌 (嘜頭)。 

 

C. 冷外套 

 (一) 學生可穿著冷外套，惟款式亦須依照校方已定之規格，其他外套一律不得穿著。冷外套

必須適體合身，不得過大或過長，且不應將其拉長。 

 (二) 外套有兩款：長袖及背心，兩者均為灰色杏領過頭冷衫，領口、袖口及衫腳均有黃色雙

線，左襟繡有紫色"ＣＰＵ"字樣。 

 (三) 穿著冷外套時不得將衫袖束起，亦不得將冷外套披在肩上或束在腰間。天氣炎熱時，在

無冷氣的地方切記不應穿著冷外套，請勿養成壞習慣，也不要盲目追隨潮流。當氣溫升

至攝氏26度或以上，一律不得穿著冷外套，有特殊需要者可向訓導主任申請。 

 

D. 運動服裝 

   (一) Ｔ恤： 1. 黃色棉質，領及袖口綑紫色邊； 

              2. 左襟印有紫色"ＣＰＵ" 字樣； 

              3. Ｔ恤應經常束於褲內。 

 

 (二) 短褲： 1. 女生：深藍色珠紋布，黃色邊，橡筋頭。 

      2. 男生：深藍色斜布，黃色邊，橡筋頭。 

 

(三) 運動套裝 

 1. 外套： (i) 深藍色米高斜布長袖外套； 

     (ii) 袖有紫黃色標誌； 

     (iii) 左襟前有黃色“ＣＰＵ”繡字； 

     (iv) 穿著時上身仍須穿著運動Ｔ恤。 

     (v)  當氣溫升至攝氏26度或以上，則不應穿著外套。 

  2. 長褲： (i) 深藍色米高斜布運動長褲； 

     (ii) 兩側有紫黃色標誌； 

     (iii) 橡筋頭，褲腳是直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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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運動鞋： 全白色膠底布鞋或以白色為主之運動鞋（意即除少量標誌外，全對鞋應為白 

      色），鞋底質地不得脫色。 

 

 (五)  襪：款式規格如上述A(四)及B(五)項。
       

  

 

(六) 運動衫褲鞋等只可在體育堂及課餘活動時穿著；為要保持校服整齊，活動時應盡量穿著

體育服裝，惟必須全套更換整齊。離校時則應更換校服或穿著整齊學校運動服裝方可離

開，但不得穿著短褲。 

 

E. 眼鏡 

 (一) 應以純樸端莊實用為原則，不應追隨時髦及崇尚名牌，更不應用以爭妍鬥麗或吸引別人

注意，也不應阻礙視線。 

 

 (二) 鏡框及臂為金屬或塑膠，但塑膠部份則要符合下列規格： 

 1. 塑膠顏色不得太鮮艷奪目，亦不得為明顯對比的雙色、多色或彩色； 

2. 鏡框及臂不可太粗或闊，亦不可有明顯牌子標誌嘜頭或花紋飾物。 

 

 (三) 同學亦不得戴太陽眼鏡或任何深色鏡片之眼鏡。 

 

 (四) 同學若正使用不合規格的眼鏡，則應儘快更換。如有任何難處，請向訓導主任提出。 

 

F. 飾物 

 (一) 為保持純真自然，不得化粧打扮。 

 (二) 不得佩戴任何飾物，包括耳環、頸鍊、手鐲、手鍊、戒指、襟飾及不認可之徽章等。 

 (三) 校方認可佩戴之徽章為：風紀隊隊章、學生輔導員章、學生圖書館管理員章、公益少年

團團章、學生會職員章及社職員章。惟有關同學方可佩戴上述徽章，並只限佩戴於襟前

適當處。 

 (四) 若有特殊理由需要佩戴耳環或頸鍊，須於開學後一星期內由家長向校方申請，逾期恕不

接受辦理。獲批准者每學年開始時仍須重新申請。申請表格可向校務處索取，填妥後交

回訓導主任。獲批准後，所戴之飾物款式仍須以校方所批准為限。 

 

G. 書包 

 (一) 書包宜實用大方，以能盛載書簿為原則。不宜太貴重。 

  (二) 體積不宜太細小，最小亦應能盛載A4面積的書簿。 

  (三) 書包上牌子標誌等，不宜太大，且不可意識不良。亦不得懸掛會發聲或太大之飾物。 

                                                                                

H. 其他 

 (一) 學生於任何時間返校，均須穿著整齊校服；惟於星期六或假期返校則可穿著整齊學校運

動服裝，但必須穿著長褲。學生於往返學校途中，校服亦須整齊，不得鬆解衫鈕或腰帶

等。 

 (二) 若有鈕扣鬆脫，必須儘快重新釘好。 

 (三) 為保持校服之純白美觀，內衣褲底裙亦必須為純白色或貼近膚色及無任何圖案文字等，

運動服裝不應穿於校服內。 

 (四) 指甲應保持清潔，不可過長或塗指甲水。  

 (五) 梳、錶、匙扣及銀包等類物品不得露出於袋口之外，亦不能將其束於腰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