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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及一月份家長 / 學生注意事項
日期/備忘

年級

注意事項

負責老師

30/11-2/12
(四至六)

P.2

1/12-2/12
(五至六)

P.3

上午校小三生命教育主題活動「意外人生」

1/12(五)

P.4

上午校參觀歷史博物館

呂慧娟老師

2/12(六)

P.4

P.4 成長的天空親子黃昏營及家長工作坊(二) (詳情另見通告)

劉文鳳老師

4-8/12
(一至五)

P.6

P.6 呈分試 (詳情另見通告)

7/12(四)

3C

牙科保健(帶備牙科手冊、個人牙刷及穿整齊學校運動服)

唐潔貞老師

7/12-9/12
(四至六)

P.2

下午校小二生命教育主題活動「我的護蛋之旅」

梁蕙楨老師

3D

牙科保健(帶備牙科手冊、個人牙刷及穿整齊學校運動服)

唐潔貞老師

上午校小二生命教育主題活動「我的護蛋之旅」
梁蕙楨老師

鄭文彬副校長

8/12(五)
P.1-6

派發 2017-18 年度下學期書單及通告

8/12-9/12
(五至六)

P.1-6

下午校小三生命教育主題活動「意外人生」

梁蕙楨老師

9/12(六)

P.1-6

校友王菀之新校籌款音樂會(詳情另見通告)

何德榮主任

11/12(一)

P.1-6

派發海天 1-3 月泳班章程

馬嘉蔚老師

P.3-4

下午校普通話集誦隊出賽(活動地點：包美達社區中心)
集合時間：7:45am
集合地點：禮堂
服裝：整齊冬季校服
回程抵校時間：約 11:00am (回校午膳後繼續上課)

戴綺華主任
岳文思老師

牙科保健(帶備牙科手冊、個人牙刷及穿整齊學校運動服)

李展豪老師

P.1-6

繳交海天 1-3 月泳班參加回條及支票(參加泳班者)

馬嘉蔚老師

P1-6

繳交 2017-18 年度下學期書單及費用

13/12(三)

2A
14/12(四)

黃鳳屏副校長

黃鳳屏副校長

2B

牙科保健(帶備牙科手冊、個人牙刷及穿整齊學校運動服)

李展豪老師

P.5

P.5 成天結業禮分享會

劉文鳳老師

16/12(六)

P.5

五年級生命教育體驗日營(詳見 B126 通告)

張淑芬姑娘
戴綺華主任

20/12(三)

P.6

接待韓國交流團師生

黃鳳屏副校長
鄭文彬副校長

15/12(五)

21/12(四)

P.1-6

聖誕慶祝會(歡迎學生當天穿便服回校)
時間：7：45am - 10：00am (上午校)
10：30am - 1：00pm (下午校)

22/12-1/1
(五至一)

P.1-6

聖誕及新年假期

24/12(日)

P.3-6

下午校歌詠團參加平安夜聖樂燭光崇拜(詳情另見通告)

6/1(二)

P.6

P.6 家長日派發成績表(詳情另見通告)

/
林蕙心老師
陳婉玲老師
鄭文彬副校長

日期/備忘

8/1-11/1
(一至四)
12/1-16/1

年級
P.1-5
P.6
P.1-6

(五至二)
17/1-26/1

注意事項
P.1-5 總評(評估安排另見通告)

學生返放時間：

活動/上課

10：00am – 1：00pm (上午校)
12：45pm – 4：15pm (下午校)

P.1-6

總評後活動學生返放時間(週六按照長短週安排)：
7：
：45am – 10：
：45am (上午校
上午校)
：45pm – 4：
：15pm (下午校
下午校)
上午校 / 12：
下午校

12/1(五)

P.4-6

2017-18 年度港島東區小學田徑比賽

17/1(三)

P.1-6

派發 2017-18 年度下學期學生用書

23/1(二)

P.3-6

2017-18 年度港島東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三至六)
24/1(三)

P.1-5

黃鳳屏副校長
何德榮主任

24/1-27/1 為本校跨科目活動「迎新校、慶團圓」

黃鳳屏副校長
馮婉媚主任

《「賽馬會中國音樂教育及推廣計劃」香港中樂團×無伴奏組合
「一舖清唱」免費音樂會》 (詳情另見通告)

林蕙心老師
陳婉玲老師

「迎新校、慶團圓」跨科目活動延續篇——「北衞年宵市場」
(詳情另見通告)

黃鳳屏副校長
馮婉媚主任

P.1-6

下學期開始
(當天舉行上學期結業頒獎禮，並依時間表上課)

鄭文彬副校長

P.1-6

訓輔組提示：
「愛家‧愛校‧愛社區」校本服務學習計劃將於 12 月全面開
展，目的是鼓勵學生多參與不同類型的服務，無論在家、在校及
於社會當中都能貢獻自己，服務他人。每位同學均獲派發一本服
務學習小冊子，請家長多加鼓勵，並協助簽閱學生的服務紀錄。

何玉嫻老師
戴綺華主任

P.3-6
幼童軍

如欲查詢有關考取活動章或童軍活動之安排，請聯絡團長潘步成
老師、副團長馮婉媚主任、鍾雪英老師及李湛雄老師。

/

P.3-6
下午校
P.1-6
學生
及家長

29/1(一)

何德榮主任

(詳情另見通告)

歌詠團
27/1(六)

鄭文彬副校長

依時間表上課(週六按照長短週安排)：
7：45am – 1：00pm (上午校) / 12：45pm – 6：00pm (下午校)

(三至五)

24/1-27-1

負責老師

北角衞理小學
校長黃侶詩

謹啟

負責人﹕鄭文彬副校長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一日
-------------------------------------------------------------------------------------------------------------------

回條

A31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十二月及一月份家長/學生各項注意事項及有關上學期期終之上課
時間安排，本人當依時接送敝子弟。

負責人﹕鄭文彬副校長
*刪去不適用

學生姓名：
班
別：
家 長簽 署：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 )

日

北角衞理小學
各項比賽獲獎名單
比 賽 名 稱
東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7

油尖旺區分齡乒乓球比賽 2017
觀塘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7

nd

2 Michel Cup Dancesport Championships

2017「星輝盃」世界輪椅舞蹈公開賽

獲 獎 學 生
男子單打青少年組 10-11 歲
亞軍 鄺恩樂(6A)
男子雙打青少年組 9 歲或以下
殿軍 陳朗豐 蔡曦迅(4A)
男子單打青少年組 9 歲或以下
殿軍 陳朗豐(4A)
女子單打青少年組 9 歲或以下
冠軍 殷子晴(4A)
女子青少年單打 J 組 冠軍 殷子晴(4A)
男子青少年 I 組 9-10 歲
100 米自由泳 冠軍 蔡宗衡(4A)
100 米背泳 季軍 蔡宗衡(4A)
7 歲以下拉丁舞獨舞 ChaCha
冠軍 樊恩琳(2A)
7 歲以下拉丁舞獨舞 Rumba
季軍 樊恩琳(2A)
7 歲以下拉丁舞獨舞 Jive
亞軍 樊恩琳(2A)
7 歲以下拉丁舞獨舞 Samba
冠軍 樊恩琳(2A)
8 歲以下雙人拉丁舞 ChaCha
亞軍 樊恩琳(2A)
8 歲以下雙人拉丁舞 Rumba
亞軍 樊恩琳(2A)
8 歲以下雙人拉丁舞 Jive
亞軍 樊恩琳(2A)
8 歲以下標準舞獨舞 Waltz
亞軍 樊恩琳(2A)
8 歲以下標準舞獨舞 Tango
亞軍 樊恩琳(2A)
7 歲以下拉丁舞獨舞 ChaCha
亞軍 樊恩琳(2A)
7 歲以下拉丁舞獨舞 Rumba
亞軍 樊恩琳(2A)
7 歲以下拉丁舞獨舞 Jive
亞軍 樊恩琳(2A)
7 歲以下拉丁舞獨舞 Samba
亞軍 樊恩琳(2A)
7-8 歲以下雙人拉丁舞 ChaCha
冠軍 樊恩琳(2A)
7-8 歲以下雙人拉丁舞 Rumba
冠軍 樊恩琳(2A)
7-8 歲以下雙人拉丁舞三項 ChaCha/Rumba/
Jive
冠軍 樊恩琳(2A)

比 賽 名 稱
2017 ISI SKATE HONG KONG

獲 獎 學 生

Speedracing Event 7
冠軍 朱芷晴(1D)
Solo Compulsory FSI (Freestyle 1)
亞軍 潘梓詠(3A)
Jump and Spin Bronze （couple）
冠軍 潘梓詠(3A)
Freestyle 1
冠軍 潘梓詠(3A)
Speed Racing
殿軍 潘梓詠(3A)
Interpretive FSI-3
冠軍 潘梓詠(3A)
Team Compulsories
冠軍 潘梓詠(3A)
U39 組花式比賽
季軍 江逸林(3D)
小飛魚游泳邀請賽
25 米自由泳 冠軍 蔡凱揚(2D)
25 米蛙泳 季軍 蔡凱揚(2D)
25 米背泳 亞軍 蔡凱揚(2D)
2017-2018 年度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丙組 殿軍
李鍇浩(3D)黃永亮(3D)
蔡宗衡(4A) 黃焯言(4D)
男子丙組 50 米背泳 殿軍 蔡宗衡(4A)
50 米自由泳 亞軍 蔡宗衡(4A)
男子乙組 100 米蛙泳 亞軍 王子駿(5D)
50 米蛙泳 亞軍 王子駿(5D)
女子甲組 50 米蝶泳 季軍 沈穎欣(6A)
50 米背泳 殿軍 沈穎欣(6A)
西貢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7
9-10 歲組 男子 50 米胸泳
冠軍 王子駿(5D)
9-10 歲組 男子 100 米胸泳
冠軍 王子駿(5D)
2017 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女子 C 組 60 米 亞軍 趙希然(4B)
女子 C 組 100 米 冠軍 趙希然(4B)
港青羽毛球團體分齡賽 2017
團體 D 組 冠軍 蔡曉晴(4D)
IDTA Trophy2017
7-8 歲單人單項 Waltz
cum President Cup Super International
冠軍 樊恩琳(2A)
Dancesport Open
7-8 歲單人單項 Tango
暨超級會長盃國際舞蹈公開賽
季軍 樊恩琳(2A)
7-8 歲單人單項 ChaCha
季軍 樊恩琳(2A)
7-8 歲單人單項 Rumba
優異 樊恩琳(2A)
7-8 歲單人單項 Jive
優異 樊恩琳(2A)
響應東區康體節 2017
女子青少年 H 組(11-12 歲) 50 米背泳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
季軍 沈穎欣(6A)
女子青少年 J 組(8 歲或以下) 50 米蝶泳
季軍 姚芷琪(2A)
皇朝會 2017 年全港跆拳道套拳及速度踢腳比賽 套拳比賽高級組 亞軍 劉樂行(5A)
彈跳踢腳比賽高級組 冠軍 劉樂行(5A)
單邊側踢 冠軍 劉樂行(5A)
左右側踢 冠軍 劉樂行(5A)
香港跆拳道會國際邀請賽
搏擊比賽高級組輕量級 亞軍 劉樂行(5A)
飛達飛人盃兒童田徑賽 2017
女子 09 年組 100 米 亞軍 許晴(3A)
女子 09 年組 60 米 殿軍 許晴(3A)
Y2Y 公園定向巡迴賽-第四站
MC 男子兒童組 季軍 陳嘉亨(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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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