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阮鄭夢芹銀禧小學

2019年度
小一新生適應日及

家長會



開學前一般事項

鄭焯施副校長



返放學時間
半日

全日
日期 返學時間 放學時間 午膳

半日 2/9-6/9 8:15a.m. 12:45p.m.
不會留校

午膳

全日

9/9(星期一)起

星期一至四 8:15a.m. 3:30p.m. 留校午膳

星期五 8:15a.m. 2:35p.m. 留校午膳

~~請提早十分鐘回校~~



學生手冊



學生手冊
學生個人資料頁(第3頁)



學生手冊
學生個人資料頁(第3頁)



學生手冊

銀禧學生信條(第4頁)



學生手冊

關於颱風訊號及暴雨警告之提示(第12頁)



學生手冊

緊急停課之提示(第13頁)



學生手冊

關於颱風訊號或暴雨警告之提示(第13頁)



學生手冊

家長通訊(第14-15頁)



學生手冊

學校通訊(第16-20頁)



學生手冊

學校通訊(第16-20頁)



學生手冊
操行分加/扣原則(第21-25頁)



學生手冊

提早回校 /留校通知(第31頁)



學生手冊

遲到通知(第32-34頁)



學生手冊
學生請假表(第35-38頁)



家課冊



家課冊 –家課代號(第一頁)

科  目 代   號 內   容 

各科 作(四) / 改(三) 
補工(2) / 溫工(1) 
簽改(測) 

做作業第四課 / 改正第三課 
補充工作紙二張 / 溫習工作紙一張 
改正測驗卷，家長在分數下簽署 

中文 詞(四)5 行 
詞冊 P.15 
句冊 P.15 
寫練 
大楷(1) 
預工(一) 
默(一課，二詞) 
背(一) 
作(四)，改(三) 
簽改(默) 
閱(一) 
補(五) 
文評(一) 
假工(一) 
AT 

第四課詞語 5 行 
詞語冊第十五頁 
句式冊第十五頁 
寫作練習 
大楷一篇 
預習工作紙(一) 
抽默第一課段落及第二課詞語 
背誦第一課 
做作業第四課，改正作業第三課 
改正默書，家長在目錄頁簽署 
閱讀理解練習一 
補充練習練習五 
文學欣賞評估一 
假期工作紙(一)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練習 

English Dict. BK 1B(P.2,3) 
G.E. WS(1) 
W.B.(P.3) 
Gr.(P.8) 
S.L. 
Rev.(1-4) 
Spell / Recite 
Pen 
Corr.(Dict/G.E./W.B./Gr.) 
W.S. 
C.B. 
PLP-R/W WS(4) 
H.R. 
Reader 
AT 

默書 1B 冊第 2,3 頁 (Dictation) 
英語應用練習(1) (General English) 
作業第 3 頁 (Workbook) 
文法練習第 8 頁 (Grammar) 
自學練習 (Self-Learning) 
溫習第 1 至 4 課 (Revision) 
串字 (Spelling) / 背誦 (Recite) 
生字或抄書(Penmanship) 
改正(默書/英語應用練習/作業/文法練習) 
工作紙 (Worksheet) 
字體練習 (CopyBook) 
小學英語閱讀計劃(練習/工作紙 4) 
小學英語家庭閱讀計劃 
閱讀故事書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練習 

數學 Ex.5(1-8)A1, 改 
作 p.3,4, 改 p.1,2 
單工/解工/自學工/思工 
綜工/自擬工/鞏工 
速(四)(簽)  
預工(1) 
AT 

在 A1 簿做練習五的 1 至 8 題及改正 
作業第 3,4 頁, 改第 1,2 頁 
單元工作紙/解難工作紙/自學工作紙/思維性工作紙 
綜合性工作紙/自擬應用題工作紙/試後鞏固工作紙  
「速算小神童」練習四 及簽名 
預習工作紙一張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練習 

常識 作(四)/改(三) 
剪工(1) 
自學(1) 
溫工(1) 

做作業第四課 / 改正第三課 
剪報工作紙一張 
備課自學課業(一) 
溫習工作紙一張 

音樂 音活冊 P.2 音樂活動冊 P.2 

通告 通(2) 簽通告 2 張 

 



家課冊
家課日誌



家課冊
量度體溫記錄及體溫記錄表



家課冊
上課時間表(第53頁)

課節
上課
時間

星 期 上課
時間

課
節

一 二 三 四 五

7:45-8:15 7:45-8:15

8:15-8:25 早禱/早讀 班主任課 8:15-8:25

8:25-8:40 班主任課 8:25-8:55 1

1 8:40-9:15 8:55-9:25 2

2 9:15-9:50 9:25-9:55 3

3 9:50-10:25 9:55-10:25 4

10:25-10:45 小 息 小 息 10:25-10:45

4 10:45-11:20

週會/圖書/公民

10:45-11:15 5

5 11:20-11:55 11:15-11:45 6

6 11:55-12:30 11:45-12:15 7

12:30-1:00 午 膳 12:15-12:45 8

1:00-1:30 午休活動 午 膳 12:45-1:15

7 1:30-2:05 午休活動 1:15-1:35

8 2:05-2:40 綜合課/興趣小組 1:35-2:30 9

9 2:40-3:25 導修 導修 導修 導修 班務/放學 2:30-2:35

3:25-3:30 班務 / 放學

10 3:35-4:10



家課冊

• 由家長預先填妥週次、日期(依校曆
表)

• 作記事用，例如：默書、帶物品、
課後訓練



可留校的物品

崇拜手冊

早讀時段閱讀的書本

部份視藝科的用品

手帕

書本或個人物品



午膳安排

• 午膳供應商於每月約十五號或之前將印製訂
購表格派發予各班學生訂購下個月的午膳。

• 家長可憑訂餐紙，透過下列方法繳交：

i.  到任何一間 7-ELEVEN、OK便利店或

VANGO以現金付款，繳費時請出示印有條

碼的個人餐單；

ii. 繳費靈(記下交易編號、付款日期及金額)



午膳安排

• 學生需要剪下餐單右面部分，並連同便利
店的收據(如有)釘在一起，然後交回班主任
，始能作實。學生必須自行保留訂餐紙左
面部分的資料 作為餐咭，午膳供應商不會
再派發餐咭。

• 每個午膳供應日為有需要的學生免費提供
加飯。



午膳安排

• 同學因事假或病假未能食用當日的午膳飯盒，學
校職員會於早上九時半或以前，傳真缺席學生名
單給午膳供應商。有關退餐款項，會於隔一個月
的餐單上自動扣減。如果同學於往後月份不再作
訂購，有關退款將累積至二零二零年一月及六月
，以自動轉帳或支票方式退回。

• 在學生資助計劃下，如學生獲得2019-2020學年
全額津貼，便可申請「在校午膳津貼」，而受助
學生必須全月向午膳供應商訂購飯盒。



學生手冊

考試須知(第9頁)

成績計算：
a) 全年共有三次考試，每次考試佔全年總

成績的三分之一。
b) 成績表上成績以等級表示，分：

A(100-85)

B(84-75)

C(74-60)

D(59-40)不及格
E(39-0)不及格



學生手冊

考試須知(一年級適用)

為讓一年級新生適應小學學習生活，一年
級第一學期考試將不會計算全年總成績之
內，而第二及第三次考試佔全年總成績的
二分之一。



考核科目：中文、英文、數學、常識、
視藝、音樂、體育、普通話、
電腦及宗教科。

學生手冊

考試須知(第9頁)

一至四年級學生全年總成績乃根據
中、英、數、常的比重來計算



編班安排
• 小一學生，將根據學生的學習能力平均分佈於各班中。

• 小二至小三學生，將分為「以普教中」和「以粵教中」
的班別上課，編班的原則為：

–學生在普通話科和中文科的表現；

–家長的意願；

–男、女學生在班中的人數。

• 小四至小六學生將分為「英文班」、「以普教中」和
「以粵教中」的班別上課，編班的原則為：

–學生在英文科、普通話科和中文科的表現；

–家長的意願；

–男、女學生在班中的人數。



校車/褓母車
集 隊：禮堂/二樓及四樓

試乘校車
凡已為 貴子弟辦妥在新學年乘搭校

車的家長，請在接回 貴子弟後，回到禮
堂等候安排上車。



協助子女適應小學生活

• 孩子會遇到的轉變

• 家長給與孩子一份安全感

• 家長可以為孩子做

–準備開學/上學用品(自行取出物品)

–執拾書包

–模擬上學常規訓練

–作息有序

–家校合作

–留意孩子的情緒變化



協助子女適應小學生活

班別 1A 1B 1C 1D

班主
任

陳安琪老師 任樂堃老師 蘇愷晴老師 劉穎琳老師

與學校保持聯絡
歡迎家長與老師保持聯絡，以加強家
校合作，讓學生更快適應小學生活。



幾點備忘

• 派發通告(逢星期一或四)，請留意<學校
App>

• 補購校章、簿冊等可到小食部購買

• 必須佩戴學生證頸繩

• 留意班主任派發的特別備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