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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燈的願望：掀起學習英語的高潮 

充實的生活過得特別快，一瞬間，08 年即將過去，09 年的腳步聲拍和著聖誕的歡樂歌聲，越

傳越近。校園的生活，實在豐富，姿彩紛呈。上星期的「亞拉丁神燈」英語話劇可算是一個高潮。

專業的外籍演員在禮堂內掀動全校師生的情緒，鼓掌聲、歡笑聲此起彼落。師生們既是觀眾也是演

員的一部分，台上台下打成一片。不少同學，在放學時仍然手拿著小單張向家長描述剛剛落幕的故

事和情節。這是一次難忘的學習經歷，又是一次令人反覆回味的藝術旅程。感謝英文科的老師們不

惜粉墨登場為同學們在事前和事後做了大量準備及深化的學習活動。老師們辛苦了，但是您們的辛

勞獲得了豐富的回報！這從現場師生的反應及越來越多的同學喜愛學習英語、喜愛閱讀英文圖書可

以得知。家長們，您的子女有向您提及這次活動嗎？他/她學習英語的興趣有提高了嗎？請您讓我

們知道，好讓我們下一次做得更好。其餘校務分述如下: 
 

教育研討會：「世界又變了：十年教育改革的回顧與前瞻」，是次活動由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主辦，

教育局及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協辦，主講嘉賓是程介明教授（本校校董、香港大學校長資深顧問）。

他將會回顧教育改革十年來的變化及影響，探討及展望香港教育發展如何適應未來的變化，以引起

與會者的反思和討論；本人亦應邀分享培小的經驗。日期為 2009 年 1 月 6 日(六)，上午 9：00 至

下午 1：00，地點是港大同學會小學禮堂(柴灣怡盛街 9 號)。歡迎各界人士參加，有意者，可致電

2240 6913 查詢，或直接上網登記(http://icontact.winet.com/hkuga-ef/cn/ticketform.aspx)。 
 

調整考試放學時間：1 月 8 日至 13 日是小一至小五的期考，隨今天通告附上「上學期考試時間及

範圍」，請細心閱讀並貼在手冊第 29 頁，以便查閱。請留意這四天的放學時間調整為正午 12 時。

是次調整，縮短了小息的時間、延長了考核的時間並提早於 12 時正放學，讓學生可以更早回家用

午膳、休息及溫習。請督促子女力爭上游，超越自己，爭取更好成績。另外，為配合整體安排，考

試期間六年級的放學時間亦調整為正午 12 時。請乘校車及接子女放學的家長特別留意，提早到站

頭或學校。參加 YMCA 的學生則可留校午膳，至下午六時如常放學。 

 

報佳音：本校歌詠團及培僑唱家班獲邀演唱聖誕歌曲。日期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地點是尖

沙咀新世界中心，時間是下午四時至四時三十分。藉着這次表演，同學以歌曲增添節日的氣氛，讓

大家感受聖誕來臨的喜悅。歡迎家長到現場欣賞同學們的演出，與眾同樂。 
 

圖書收集－好書贈予讀書人：為豐富學生圖書資源及減省借還手續，藉以鼓勵學生閱讀，學校在「閱

讀小天地」放置大量可供學生不須手續隨意取閱的圖書。每天早上都有不少學生及家長在此分享及

閱讀圖書。該等圖書全部是學生及社會人士捐贈，現呼籲家長捐出家中適合學生閱讀的圖書。樂意

捐贈者，請註明捐贈人（如學生姓名、班別或以「無名氏」、「有心人」、「讀書人」等方式表示），

各位家長：  C0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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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交往校務處或本校圖書館。 
 (續見背頁) 

招募家長義工 
 

（一）協助推動閱讀：閱讀能力的強弱，直接影響孩子未來的成就。我們一定要盡早讓孩子們養成

良好的閱讀習慣。學校的良好閱讀氛圍，肯定可以加速閱讀習慣的養成。為此，我們誠意邀

請家長到校協助各項閱讀活動的進行： 

 

主要活動 當值地點 當值時間 活動簡介 

閱讀天地 
早上 

7:45-8:15 

1、2 年級課室 

早讀課 

  8:45-9:20 或 

9:20-10:00 

故事爸爸 

故事媽媽 

圖書館 或 

1 年級課室 

午休 

12:55-1:25 

 

 

 

1. 向低年級同學說故事 

2. 聽低年級同學說故事及簽名 

（可個人或小組進行） 

閱讀大使 1、2 年級課室 

早讀課 

 8:45-9:20 或 

9:20-10:00 

以話劇形式講故事，推介圖書館的圖

書，包括選書、編寫劇本、分角排練及

演出。 

 

（二）協助圖書館工作：感謝家長的協助，令圖書館能提供更佳服務，現仍有部分空缺，誠邀家長

出任。 

 

主要活動 當值時間 活動簡介 工作要求 

借還圖書 早上 8:00-11:00 處理「還書箱」圖書、為 1 至

3 年級借還英文書 

懂簡單電腦操作 

處理及跟進過

期圖書及罰款 

學生上課時間 

 

分發通知單 以 Excel 合併列印制

作通知單（有培訓） 

 

如有疑問，請與鄧雪蓮老師聯絡。 

 
溫馨提示﹕ 

� 12 月 13 日為六年級家長日，請家長依照預約時間準時出席。 
� 12 月 14 日為教學展日日，除六年級外，學生須回校上課，已獲發上午觀課入場劵的

家長，請依時出席；下午觀課則不須入場劵。 

� 12 月 15 日為教學展示日翌日，放假一天，學生不用上課。當天因停電關係，學校暫

停辦工，請家長留意。12 月 16 日正常回校上課。。 

� 12 月 19 日慶祝聖誕，放學時間為 12:25，YMCA 則如常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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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學期聯課活動於 12 月 19 日後結束，下學期聯課活動則在 3 月 2 日開始。 
� 聖誕及新年假期為 12 月 22 日至 1 月 1 日，1 月 2 日照常上課。 

 

 

 
 

喜訊頻傳 
姓名、班別 比賽項目 獲得成績 負責老師 

6A 丁子朗 英文詩歌獨誦 冠軍 劉振炎 
4C 鄧樂怡 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劉雅莉 
6A 施埼龍 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施輝蓉、李萍 
6C 朱嘉慧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鄭珊珊 
5D 麥藝瓊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5D 郭彥彤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5D 陳樂欣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潘和華、李萍 

3B 郭泓德 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黃清洪 
6D 梁采然 粵語詩歌獨誦 亞軍 
6D 張可柔 粵語詩歌獨誦 優良獎 
6D 方卓琳 粵語詩歌獨誦 優良獎 
6D 林伊婷 粵語詩歌獨誦 優良獎 
6D 蘇珊妮 粵語詩歌獨誦 優良獎 
6D 施俊廷 粵語詩歌獨誦 優良獎 
6D 施安妮 粵語詩歌獨誦 優良獎 

 
 
 

許金葉 

6B 羅己悠 英文詩歌獨誦 優良獎 林寶珊 
6B 許曦文 英文詩歌獨誦 優良獎 林寶珊 

三、四年級朗誦隊 三、四年級粵語詩詞集誦 優良獎 陳家慧、劉若蘭 
3A 羅詩敏、3A 林浩德 
3A 余子俊、3A 郭浩龍 
3K 龐詩韻 

「東區向毒品說不青少年約章

開展禮暨滅罪競技日」 
小組亞軍 劉亦怡及家長 

 
 

                      

 

 

校    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 連 文 嘗 )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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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見背頁回條) 

致圖書館鄧老師：                                                     檔號：C08-112 

招募家長義工回條: 

 

本人為______班____________學生家長，有意參與下列活動，請盡快與我聯絡。 

 
（一）協助推動閱讀   （請在適當的□內加�） 

主要活動 當值地點 當值時間 我可以當值的時間 

閱讀天地 
早上 

7:45-8:15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2 年級課室 

早讀課    

□  8:45-9:20 

□ 9:20-10:00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五 

故事爸爸 

故事媽媽 

 

圖書館 或 

1 年級課室 

午休 

12:55-1:25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閱讀大使 1、2 年級課室 

早讀課 

□  8:45-9:20 

□ 9:20-10:00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二）協助圖書館工作 

 

主要活動 當值時間 我可以當值的時間 

借還圖書 早上 8:00-11:00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處理及跟進過

期圖書及罰款 

學生上課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 上午  □中午   □下午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  )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