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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備忘
3/10(二)
4/10(三)
5/10(四)
7/10(六)
11/10(三)
12/10(四)
14/10(六)
18/10(三)
19(四)、
20(五)及
24(二)/10
21/10(六)
23/10(一)
25/10(三)
26/10(四)
27/10(五)
28/10(六)
29/10(日)
31/10(二)

年級

十月份家長 / 學生注意事項

A20

注意事項
負責老師
P6
六年級中文課外閱讀-「閱讀交．享．樂」計劃
李展豪老師
中文科老師精選一本中文小說、散文或文化類圖書予同學閱讀，
閱讀後完成讀後感工作紙，之後在學期內交換閱讀，以提升閱讀
興趣及廣度。借閱的圖書為學校公物，請同學加以愛惜，以免遺
失及損毀。
P.1-6
派發 P.T.A.會員大會宣傳通告及候選人單張
潘步成老師
鍾雪英老師
P.1-6
中秋節翌日假期
/
P.5
成長的天空愛心之旅 (詳見通告) 活動時間：9:00am-12:00pm
劉文鳳老師
P.1-6
上午校普通話大使培訓﹙詳見通告﹚
鍾雪英老師
P.1-6
下午校普通話大使培訓﹙詳見通告﹚
岳文思老師
P.1-6
P.T.A.會員大會﹙上午校長週，11:00a.m 放學﹚
潘步成老師
時間：2:15-5:00p.m
地點：本校禮堂
已訂購 校服公司到校派發冬季校服 (11/10 派發訂購單)
鄭文彬副校長
校服
學生
P.1-6
評估週﹙詳見通告﹚
鄭文彬副校長
上午校返放時間：10:00am-1:00pm
下午校返放時間：12:45pm-4:15pm
P.1-2
下午校故事爸媽 10:15am-11:15am
李展豪老師
P.1-6
教師專業發展日﹙一﹚，停課一天
鄭文彬副校長
P.6
「科學與科技」韓國四天考察團簡介會﹙詳見通告﹚
黃鳳屏副校長
時間：7:15-8:30p.m
地點：本校禮堂
P.1-6
派發旅行日備忘通告
何德榮主任
P.6
參觀濕地公園(詳見通告)
呂慧娟老師
P.4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迎新活動禮暨優質家長工作坊﹙一﹚
劉文鳳老師
P.1-6
重陽節假期
/
P.1-3
週日初小家長班正式開始，課程時段為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5 何德榮主任
月，上課地點為本校禮堂，詳情見相關通告
戴綺華主任
上午校 10 月 31 日及 11 月 7 日
何秋文老師
創科 參加 Apple Store 舉行的 Pages 及 Keynote 工作坊(詳見通告)
小組
P.1-6
訓輔組提示：
何玉嫻老師
訓輔組提示：
 4/10 為中秋節，家長與學生歡渡節日之餘，請注意安全，勿 戴綺華主任
讓子女煲蠟，免生意外
 訓輔組鼓勵學生於佳節期間，多關心社會上有需要的
人，可考慮透過月餅捐贈，與人分享，有關活動詳情可
瀏覽學校網頁﹙培育園地／服務學習﹚
 天氣開始轉涼，學生如須穿外套上學，注意必須為純白色
冷外套，並請貼上學生姓名，以茲識別
 訓輔組於 9-10 月以「集隊做事快靜齊」及「點頭微笑有禮
貌」為目標，於班級經營活動及午、晚禱中提醒學生自律守
規、待人有禮的重要，希望家長於家中亦能多鼓勵學生努力
做好
 請家長每天為學生量度體溫，並填寫在手冊內
.

日期/備忘 年級

P.1-6

注意事項
負責老師
活動組提示：
何德榮主任
活動組提示：
九月中活動組曾發出課外活動意向問卷，各活動組別日前陸續發出通告
及繳費通知書，若貴子弟未有收到相關通知；即代表貴子弟未被錄取。
入選各活動組學員需知：
入選各活動組學員需知：
上課前、後或前往活動場地須保持安靜；避免在活動場地玩耍、追逐
午膳安排：
午膳安排：
 下午校家長可於十二時把午膳送抵學校正門
 上午校家長可於十二時四十五分至一時把午膳送抵學校正門
（同學亦可上學時自行帶備食物作午膳）
 留校午膳，食品必須以健康、飽肚為主(避免帶薯片或零食）
 最理想是吃乾糧：如三文治、麵包、餐盒(避免帶有湯或粥品）
 飲品以清水較合適(避免帶汽水或果汁）
 用膳後把雜物放在垃圾袋內，保持環境清潔

北角衞理小學
校長黃侶詩
謹啟
二零一七年十月三日

負責人﹕鄭文彬副校長

-------------------------------------------------------------------------------------------------------------------

敬覆者

回條

A20

本人已知悉 十月份家長/學生各項注意事項。

負責人﹕鄭文彬副校長

學生姓名﹕
班 別﹕
家長簽署﹕
二零一七年十月

( )
日

北角衞理小學
各項比賽獲獎名單
比賽名稱

獲獎學生

幼兒單人 Cha Cha
Cha Cha
冠軍 樊恩琳(2A)
幼兒單人 Jive 亞軍 樊恩琳(2A)
2017 海峽盃國標舞兩岸公開賽
國小低年級團體舞
國小低年級團體舞 季軍 樊恩琳(2A)
國小組等級賽 季軍 樊恩琳(2A)
2017 台中體協盃 TTSDA 運動舞蹈國際公開賽 幼兒雙人拉丁舞雙項 ChaCha/Rumba
亞軍 樊恩琳(2A)
環亞 ADSA 盃國際舞蹈公開賽
7-8 歲組標準舞獨舞 Waltz
冠軍 樊恩琳(2A)
7-8 歲組標準舞獨舞 Tango
冠軍 樊恩琳(2A)
7-8 歲組拉丁舞獨舞 ChaCha/Rumba
優異 樊恩琳(2A)
第 25 屆起舞盃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9 歲以下拉丁舞獨舞 Samba
優異(第五名) 樊恩琳(2A)
中西區第六屆回歸盃體育舞蹈錦標賽 2017
11 歲以下標準舞獨舞 Waltz
冠軍 樊恩琳(2A)
西貢區青少年分齡乒乓球單打賽 2017/8
男子少年
子少年 C 組
亞軍 鄺恩樂(6A)
「定康盃」回顧 20 周年迎國慶 2017 青少年
少年組
乒乓球賽
冠軍 鄺恩樂(6A)
西貢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7
女子單打青少年組 1010-11 歲
亞軍 簡蔚雅(6A)
2017 年度夏季游泳比賽
自由式 冠軍 卓嘉安(3C)
背式 冠軍 卓嘉安(3C)
東區康體盃乒乓球比賽 2017
女子兒童組 季軍 蔡曦慧(6A)
第一屆兒童學界田徑錦標賽 2017
女子 2007 組 60 米 亞軍 梁蘊妍(5A)
女子 2007 組 100 米 亞軍 梁蘊妍(5A)
東區康體盃乒乓球比賽 2017
男子兒童組 季軍 鄺恩樂(6A)
游泳比賽 2017
兒童男子組蛙泳 30 米 冠軍 陳颽稌(3C)
第十八屆紫荊盃足球邀請賽 2017
U10 組 亞軍 許浚灝(5C)
2017 年智龍盃 5 人足球賽
U10 盃賽 冠軍 許浚灝(5C)
2017 年暑期少年足球挑戰賽
男子 12 歲或以下組
冠軍 許浚灝(5C)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作品》暨 2017
二等獎 陳婕紓 (4A)
“華夏兒藝”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
大賽
2017 世界國標舞大獎賽

備忘事項 （該月家長 / 學生需要知悉的事務）
學生需要知悉的事務）
1. 假期
2. 活動 / 參觀 (詳見通告)
3. 家長活動及講座
4. 各科 / 組 提示 （特別安排：如補課）
5. 喜訊、學校行政安排及提醒、et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