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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本年度之暑假由七月十二日 (星期一) 起至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止。請

參閱下列時間表，督促 貴子弟於假期間保持溫習及依時回校辦理各項事務。 

(一) 交回成績表 
 貴子弟必須於七月十日 (星期六) 上午八時四十五分前返校交回已具家長或監護

人簽署之成績表，以用作確認保留下學年學位之用。 

(二) 繳付堂費 
 按教育局指引，中四或以上學生須繳交堂費以支援教育開支，暫訂每年 340 元

正，而有關之費用將於九月份開學後收取。 

(三) 訂購課本 
家長 / 貴子弟可選擇於七月二十二日(星期四)或之前，登入商務印書館網站 
(https://tb.supretail.com.hk) 訂購明年課本 (參看附頁一)，訂購時無須繳付任何訂

金；如選擇以上訂購服務，請於八月十三日(星期五) 於本校有蓋操場領取課本，

方可享有預訂之 89 折優惠。取書時間如下︰ 
 

 
 
 
 
 

家長亦可自由選擇於任何書局或商務印書館(上水分館)任何門市購買課本。 

註︰ 
(1) 家長如有任何有關訂購課本之查詢，請直接聯絡商務印書館 (上水分館)， 
 地址：上水龍琛路 22 號，電話：2672 0774 或 5642 2689。 

 (2) 如遇惡劣天氣(黑色暴雨或八號風球) ，所有工作順延至下一個工作天。 
 如該天為星期五，下一個工作天為下星期一。 

(四) 訂購校服 
 大江國貨校服公司將於七月八日 (星期四)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及七月九日 (星

期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到本校替學生訂造校服 (參看附頁一甲)。派發校服之

時間為八月十三日(星期五)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地點為本校地下 G05 室。如

當日未能回校領取或需更換校服，請自行前往校服商處辦理。校服商地址為上水

新財街 7 號 A 大江樓閣樓(星展銀行提款機旁邊樓梯上)，電話：2671 9981。 
 (註：如遇惡劣天氣(黑色暴雨或八號風球) ，所有工作順延至下一個工作天。) 

(五) 升中五至中六級之暑期溫習功課時間表 
 貴子弟 (升中五至中六級) 必須按學校編定之暑期溫習功課時間表上課，如因病

請假，必須遞交家長信及註冊醫生簽署之證明書。詳情請參閱個別派發之有關通

告。 

(六) 開學禮 
 本校將於九月一日 (星期三) 舉行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之開學禮， 貴子弟須

於上午八時五十分前穿整齊校服返校。當天放學時間約為上午十一時三十分。 

取書時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請勿早於九時前到校) 

升中一、六 ﹕9:00-11:00 

升中二、四 ﹕11:00-14:00 

升中三、五 ﹕14:00-16:00 



 H.K.T.A. TANG HIN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URL 網址: http://www.tanghin.edu.hk 

Choi Yuen Estate, Sheung Shui, N.T.    新界上水彩園邨 
Tel. : 26726820   Fax: 26720711    Email: school@tanghin.edu.hk 

 

(七) 回校參加活動安排 
 (1) 為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的感染，按衞生防護中心建議， 貴子弟在進入學校前必

須經過體溫測試並戴上口罩，在排隊時亦應跟隨有關指示保持社交距離。學校
玻璃門則設酒精搓手液機，亦已於正門側加設洗手盆，同學可按需要使用。 

 (2) 貴子弟回校時間必須穿著整齊校服，參加活動則可穿學校規定之運動服裝。 
 (3) 須以智能學生證於校門之拍咭器上拍咭記錄。 

 (4) 貴子弟若不依照指示回校將被禁止進入校園。 

(八) 下學年上課天午膳送飯安排 
 倘若恢復全日制上課，各家長可於每天中午 12:40 至 12:55 把子女的午餐放在門衛

室旁之餐車上，飯盒必須清楚標示學生姓名及班別 (逾時或標示不清者，恕不處
理) ，本校將安排校工將所有飯盒送至有蓋操場指定位置，以便  貴子弟午膳時
間領取。用膳後，學生必須自行處理餐盒，家長如需取回餐盒，亦必須在大閘外
等候，敬請各家長合作。 

(九) 其他事項    
 (1) 請督促  貴子弟善用餘暇，依時完成並繳交老師所指定之暑期作業，切勿

流連商場及網吧等娛樂場所、沉迷手機遊戲或社交平台荒廢學業。 

 (2) 學校圖書館和地下電腦室暑假將不開放。 

(3) 請督促  貴子弟妥善保存智能學生證以作下學年之用。智能學生證戶口內
的餘額將自動轉至下學年。 

(4) 由於現處疫症時期，仍可能有進行網課之必要，所有學生必須在下學年開
學前準備以下物品︰咪、揚聲器、鏡頭及打印機。 

 (5) 下學年度各級分班名單將於下列日期在網上公佈： 
      升中四級 (選科結果)     七月十九日 (星期一) 
      升中一至中三級       八月廿三日 (星期一) 
      升中五至中六級       八月廿三日 (星期一) 

此致 

各位家長 

 

 香港道教聯合會 
 鄧顯紀念中學校長    黃信德 

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 由於現處疫症時期，學校會按需要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或網頁發放最新訊息，敬
請各位家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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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書方法： 

網上訂購  

（於 2021年 7月 22日(四)或之前） 

逾期請自行前往上水商務門市購買 

1. 登入網站：https://tb.supretail.com.hk  

2. 輸入書單編號(按升讀年級)： 

51095213(升中 1)   51095223(升中 2)  

51095233(升中 3)   51095243(升中 4)   

51095253(升中 5)   51095263(升中 6) 

3. 輸入學校確認碼：2590 

4. 選取訂購課本及確認 

5. 輸入 中文姓名、手提電話號碼 及 電郵等資料 

6. 再次確認 

7. 收到電話短訊，請抄下最新的訂書編號 

8. 取書時出示短訊或網上派發的新訂書編號 

9. 如訂購過程中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5642 2689查詢 

(專線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10:00-18:00, 星期六:10:00-13:00) 

取書日期及地點： 

2021年 8月 13日 09:00-16:00(有蓋操場) 

中一、六 ﹕09:00-11:00 

中二、四 ﹕11:00-14:00 

中三、五 ﹕14:00-16:00 

***備註*** 

(1)如學生當天未能到校領取課本, 此訂購單將自動取消, 所訂課本將不作保留 

(2)跨境生如當天未能親身取書及付款, 須委派親友當天到校代購 

付款方法： 

現金、信用卡、支票、微信或支付寶。取書時，請繳付全數書價  

(包括未出版課本)。 

支票抬頭「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或 “SUP Retail (Hong Kong) Limited. ”， 

支票背面請寫上學生姓名、班別及家長聯絡電話。 

網上交表訂書學生，可選擇於網上以轉數快先行付款。 

任何付款方法，本館均不收取手續費。 

欠書處理： 派書當日尚未出版的課本，將於開學後在校內派發。 

其他： 

如遇惡劣天氣(黑色暴雨或八號風球) ，所有工作順延至下一個工作天。如該天為星

期五，下一個工作天為下星期一。 

家長/學生可自由選擇於任何書局或本館任何門市購買課本。如選擇本訂購服務，請

於以上日期預訂課本及於校內領取課本，可享有校內特價優惠。 

如於上水商務門市購買，則可享有 95 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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