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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課不停學 

 
為防止流感在學校繼續蔓延，教育局宣佈由 3 月 13 日起開始放復活節假至 3 月 28 日(星期

五)，因此，本校學生應依原定的 3 月 31 日(星期一)如常回校上課。事出突然，不少安排都要作出

調整，然而，我們最關注的是學生的學習，希望把消極的因素減至最少。為補回學生失去的學習

日子，我們會延遲至 7 月 21 日才放暑假並取消原定 4 月 30 日教師發展日學生停課的安排(當天學

生如常上課)，散學禮亦順延至 7 月 18 日。此外，為使學生在假期中仍能有適當的學習，教師會

安排假期家課、網上學習、閱讀等。班主任或科任會致電家長說明，家長或學生可於以下日期及

時間回校取家課： 
 

日期 時間 地點 備註 當值主任 

3 月 14 日 
（星期五） 

下午 2 時至 4 時 各班課室 班主任或科任會

在課室等候學

生，並加說明 

余日昇 
石詩蘭 

3 月 15 日(星期六) 
3 月 17 日(星期一) 
3 月 18 日(星期二) 

上午 8：30 
至 

下午 4：30 

禮堂 當值老師管理 吳佳筠、潘和華、

文寶珊、何美瑩、

李文傑、鄧雪蓮 
 
所有學生回校前必須量度體溫，帶上口罩，並須穿著校服，有流感徵狀的學生切勿回校，應

由家人代辦。回校時，可取回課室內私人物品，以便學校進行徹底消毒。 
 

  本校在放假期間，會安排教職員當值(3 月 19 日後的辦公時間為 8：30 至 12：30 及 2：00 
至 4：30，公眾假期除外)，處理校務及回答家長查詢，亦會清潔校園及消毒。如家長於放假期間 
懷疑子女染上流感，請即時通知本校校務處職員(電話 28977866)，學校會呈報衛生署及教育局。 
其餘事項分述如下： 
 
測驗及考試安排：小六呈分試延至 4 月 10 日至 15 日進行；小一至小五測驗延至 4 月 11 日至 15

日進行，科目安排亦有更改，請細閱附件；其他考試測驗會否改期，容後公佈。 
 
午膳訂餐：因四月份餐單已發，三月份未用的 6 天餐費將於五月份扣除或退回現金；另 4 月 30 

日學生須如常上課，當天餐費併入五月份計算。尚未繳交四月份餐費的學生須於回校 
取家課時交給校務處職員或郵寄支票。 

 
學校開放安排：3 月 13 日至 3 月 20 日學校仍然開放，有需要的學生可回校到圖書館及使用電腦，

開放時間為早上 8：30 至下午 4：30；回校學生應自行安排午膳及由家長接送或

自行離校並須帶上口罩。 
 

各位家長：  C0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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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見背頁) 
 
YMCA 功課輔導：3 月份費用減收一半，款項於 5 月份扣除。 
 
讀書人點唱夜延期：原定 4 月 18 日的「讀書人點唱夜」延至 6 月 27 日舉行，學生可有更多時

間閱讀更多圖書及作準備，截止報名及遞交作品日期為 6 月 4 日。 
 
 

班組活動安排 

名稱 安排 

多元智能活動及學生跆拳道班 
由 4 月 3 日開始，補加 6 月 26 日及 7 月 3 日 

小提琴班 
3 月 31 日開始復課，其餘日期按原定安排(見通告

C07-130(a)及(b)；不設補課，學費於下期扣除 

銅管樂班 
4 月 3 日照常上課，導師稍後安排補課 

小六英文面試班 
於 4 月 5 日(星期六)補課一次 

 
 

學生活動安排 

活動 對象 日期(星期) 負責老師 安排 

參觀海防 

博物館 

「小博士」 
成員 

14/3(五) 鄧雪蓮 改期至 2/5(星期五)，時間照常

再戰營會 
四年級「成長的天

空」成員 
14-15/3 
(五、六) 

何姑娘、

劉慧萍 
取消 

拉丁舞精進班 
舞蹈隊 15/3(六) 劉雅莉 改期，日期將另行通知 

參觀消防局 
2D 17/3(一) 王珮淇 取消 

社交舞班 
舞蹈隊 17/3(一) 劉雅莉 改期，日期將另行通知 

參觀消防局 
2E 19/3(三) 王珮淇 取消 

參觀濕地公園 
三年級 20/3(四) 尹靄怡 取消，校方稍後將退款予已交

車資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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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我啟航終極篇 
有關同學 20/3(四) 李文傑 取消，稍後安排退款 

校際音樂節比賽 
有關同學 餘下賽事全部取消 

 
 

家長學堂活動安排 

活動 日期(星期) 安排 

太極班 
13/3(四)、20/3(四) 該兩天活動取消，課程順延兩星期至 10/7 

數學工作坊、 

親子齊齊學 

14/3(五) 改期，日期將另行通知 

跆拳道班 
19/3(三) 取消，課程順延一星期至 7/5 

 
 

 (待續) 
 
 

 
校際音樂節喜訊:本校直笛隊在第四十屆香港學校音樂節小組比賽中成績良好，獲得季軍，得獎 

名單如下： 
隊員名單 

5B 盧宜鍵 6A 蔡冰爾 6B 陳柏林 6B 陳俊恒 6C 歐芷菱 
6C 方卓賢 6C 阮靖婷 6E 譚樂怡 6E 王欣怡  

 
感謝各同學的努力及石詩蘭老師和饒雯老師的悉心指導！ 
 

友校接力賽：本校同學在男子組及女子組隊員於 4x100 米接力賽中分別奪得亞軍，名單如下： 

組別 隊員名單 

男子 4x100 米接力 5C 劉博彥、5D 聶浩田、5D 潘冠榮、6C 林駿豪

女子 4x100 米接力 6B 林昫昕、6C 陳宇彤、6C 劉倩怡、6E 呂珮姍 
 

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本校 5D 聶浩田同學於 2007-2008 第十屆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男子

乙組 60 米獲得亞軍，感謝各同學的努力及梁錦輝老師的悉心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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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細閱附上衛生防護中心的「流行性感冒」單張，祝君健康！ 
 

二零零八年三月十三日 
---------------------------------------------------------------------------------------------------------------------------- 

附件：各級測驗及考試安排 

 
一至五年級下學期測驗日期(更新版) 

4 月 11 日(五) 4 月 14 日(一) 4 月 15 日(二) 首兩課節內進行 
英文 中文 數學 

 
 
6A 班下學期考試時間表(更新版) 

 時間 10/4 (星期四) 11/4 (星期五) 14/4 (星期一) 15/4 (星期二) 
(一) 8:45 – 9:20 英文 數學 中文 常識 
(二) 9:20 – 10:00 英文 數學 中文 常識 

 10:00 – 10:20 小息 
(三) 10:20 – 11:00 中文聆聽 溫習 英文聆聽 英文會話 
(四) 11:00 – 11:40 中作 中文會話 中文會話 英文會話 

 11:40 – 11:45 小休 
(五) 11:45 – 12:25 英文會話 普通話聆聽 中文會話 音樂筆試 

 
(續見背頁) 

 
 
 
6B 班下學期考試時間表(更新版) 

 時間 10/4 (星期四) 11/4 (星期五) 14/4 (星期一) 15/4 (星期二) 
(一) 8:45 – 9:20 英文 數學 中文 常識 
(二) 9:20 – 10:00 英文 數學 中文 常識 

 10:00 – 10:20 小息 
(三) 10:20 – 11:00 中文聆聽 溫習 英文聆聽 英文會話 
(四) 11:00 – 11:40 中作 中文會話 中文會話 英文會話 

 11:40 – 11:45 小休 
(五) 11:45 – 12:25 英文會話 普通話聆聽 中文會話 音樂筆 
 
 
6C 班下學期考試時間表(更新版) 

 時間 10/4 (星期四) 11/4 (星期五) 14/4 (星期一) 15/4 (星期二) 
(一) 8:45 – 9:20 英文 數學 中文 常識 
(二) 9:20 – 10:00 英文 數學 中文 常識 

       

 

 

校    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 連 文 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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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 10:20 小息 
(三) 10:20 – 11:00 中文聆聽 英文會話 英文聆聽 中文會話 
(四) 11:00 – 11:40 中作 中文會話 中文會話 溫習 

 11:40 – 11:45 小休 
(五) 11:45 – 12:25 英文會話 普通話聆聽 溫習 音樂筆試 
 
 
6D 班下學期考試時間表(更新版) 

 時間 10/4 (星期四) 11/4 (星期五) 14/4 (星期一) 15/4 (星期二) 
(一) 8:45 – 9:20 英文 數學 中文 常識 
(二) 9:20 – 10:00 英文 數學 中文 常識 

 10:00 – 10:20 小息 
(三) 10:20 – 11:00 中文聆聽 溫習 英文聆聽 中文會話 
(四) 11:00 – 11:40 中作 中文會話 中文會話 英文會話 

 11:40 – 11:45 小休 
(五) 11:45 – 12:25 英文會話 普通話聆聽 溫習 音樂筆試 

 
 
6E 班下學期考試時間表(更新版) 

 時間 10/4 (星期四) 11/4 (星期五) 14/4 (星期一) 15/4 (星期二) 
(一) 8:45 – 9:20 英文 數學 中文 常識 
(二) 9:20 – 10:00 英文 數學 中文 常識 

 10:00 – 10:20 小息 
(三) 10:20 – 11:00 中文聆聽 中文會話 英文聆聽 溫習 
(四) 11:00 – 11:40 中作 英文會話 中文會話 溫習 

 11:40 – 11:45 小休 
(五) 11:45 – 12:25 英文會話 普通話聆聽 中文會話 音樂筆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