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英業小學  

 二月份家長通訊  
 

各位家長： 

 

剛渡過了聖誕假期，轉眼間農曆新年又將至，我先在這裏跟大家拜個早年。祝大家新年進

步、身體健康、萬事勝意！ 

 

在過去的一年，雖然是多事之秋，但有賴家長們的配合和同學們的努力，鄧英業小學在各

方面都進展順利：同學們不但在學科成績上有所進步，在其他德行方面如守時、禮貌和自律等

的表現都令人振奮；家長對學校的歸屬感和使命感也在不斷增強，參與家長課程和學校義務工

作的家長人數均非常踴躍，使整個校園充滿著學習氣氛和動力。適逢今年是元中校友會辦學三

十周年，若然從元中校友會小學下午校創校計算，今年也是我們的三十周年校慶，雖然一月份

的慶祝活動未能如期舉行，但從二月份開始，慶祝活動將會陸續展開，特別是在四月二十九日

在我校舉行大型盆菜宴及綜藝晚會，在此先作預告，希望各位家長能夠踴躍參與，多加支持！ 

 

    新春期間，希望大家都能放鬆心情，給自己抒壓的機會。放假日子，吃喝玩樂少不免，但

亦要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身體健康，特別是內地武漢市出現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這是

絕對不能掉以輕心！不厭其煩再提示各位要注意個人及環境衛生，經常保持雙手清潔，當出現

呼吸道感染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盡量避免帶小朋友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注意

食物安全和衛生，避免進食或飲用生或未熟透的動物產品等等。萬事小心，放假就會更開心！ 

  

完結前，再祝大家新春大吉，鼠年興旺。恭喜！恭喜！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英業小學 

單琬雅校長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六日 

                                                                                   

【甲】校外比賽成績： 

 

①. 香港沖繩國際音樂交流協會國際聯校音樂大賽(2019) 6-8歲組鋼琴獨奏金獎 

②. 第十一屆「善行盃」全港才藝大賽初小組鋼琴獨奏銀獎 

③. 2019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課外活動優秀學生 

④. 2019年鳴羽體育青少年羽毛球積分排位城市巡迴賽惠州站男單 A組第五名 

⑤. 屯門工商會李琳明中學五人籃球比賽男子組盃賽亞軍、女子組殿軍 

⑥. 香港學界兒童體育會 2019全港學界鑽石田徑賽(女子 2012年組)30米季軍、60米優異獎

及 100米優異獎 

【乙】家長備忘： 

日期 對 象 注 意 事 項 

 2月份 全體學生 本月書展主題：常識科：人體(四年級) 

2月 1日 全體學生 農曆新年假期 

2月 3日 全體學生 下學期始業 

通告編號：1920196 



日期 對 象 注 意 事 項 

2月 4日 六年級學生 派舊生會「海洋公園學院課程」通告 

 (詳見有關通告) 

特定家長 午膳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時間:下午 4:10-5:15 

地點:地下會議室 

2月 5日 特定學生 基本法大使 2020--啟動禮 

時間:下午 2:30-6:30 

地點: 黃大仙龍翔中學 

 2月 5、26日 小二至小四 

特定學生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 

 地點：405室 

 時間：下午3:15-4:40 

 2月 5、12、 

 19日 

小四特定學生  小四成長的天空計劃之愛心之旅服務準備 

 地點：401、402室 

 時間：下午3:15-4:45 

2月 6日 特定學生 新加坡交流團學生聚會暨工作會議 

時間:下午 4:00-6:20 

地點: 鄧兆棠中學 

2月 7、13日 特定學生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詳見有關通告) 

2月 8日 特定學生 「合 24」小學賽 2019 

 時間:上午 8:15-中午 12:00 

 地點: 屯門裘錦秋中學 

 2月 8日 小四特定學生 

及家長 

 小四成長的天空計劃之親子日營/優質家長工作坊 

 集合地點/時間：雨天操場/上午9:00 

 活動地點：荃灣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解散地點/時間：雨天操場/下午4:30 

2月 10日 六年級學生 

(獲選者) 

派舊生會「海洋公園學院課程」確認通告 

 (詳見有關通告) 

全體學生 課前活動、課後拔尖活動、增值班開始 

2月 13日 一至三年級 

及特定學生 

聯校運動日(詳情參閱有關通告) 

回校時間:上午 7:45，放學時間:下午 1:15 

2月 14日 四至六年級 

及特定學生 

聯校運動日暨元中校友會辦學三十周年慶祝活動啟動

禮 (詳情參閱有關通告) 

回校時間:上午 7:45，放學時間:下午 1:15 

特定學生 拉格朗日數學邀請賽 

時間: 下午 2:00-4:00 

地點: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2月 15日 參與之家長 

及學生 

 家教會親子一日遊 

 時間:上午 8:50-下午 4:30 

 (詳情請閱有關通告) 

 2月 19日 小四至小六 

特定學生 

 守護天使學長計劃之訓練 

 地點：404室 

 時間：下午3:15-4:45 



日期 對 象 注 意 事 項 

 2月 19、26日 小三 

特定學生 

情緒小組 

時間:下午 3:15-下午 4:15 

地點:113A室 

2月 20日 二年級學生 二年級常識科全方位參觀 

時間: 上午 8:55-中午 12:00 

 2月 21日 已報名的學生 

及家長 

「保護自己親子故事」工作坊 

 地點：地下會議室(暫定) 

 時間：下午 2:45-4:15  

 2月21日 小四 

特定學生 

 小四成長的天空計劃之愛心之旅服務 

 集合地點/時間：雨天操場/下午1:30 

 活動地點：東區婦女福利會梁李秀娛晚晴中心 

           (新界上水彩園邨彩華樓第三座地下) 

 解散地點/時間：雨天操場/下午4:30 

2月 21、28日 小三 

特定學生 

正向英文小組 

時間:下午 2:45-下午 4:15 

地點:305室 

小四 

特定學生 

正向中文小組 

時間:下午 2:45-下午 4:15 

地點:207室 

小五 

特定學生 

正向英文小組 

時間:下午 2:45-下午 4:15 

地點:307室 

小一至小四 

特定學生 

桌樂無限(A組：小一至小二)(B組：小三至小四) 

時間:下午 2:45-下午 3:45 

地點:A組 204室  B組 205室 

2月 22日 參加舊生 舊生會會員大會暨燒烤大會 

時間：下午 2時至 5時 30分 

地點：地下雨天操場、籃球場 

2月 24日 1A及 2B班 

學生 

牙科保健(屯門牙科診所) 

時間:上午 8:15-10:30 

帶備：牙刷、小毛巾和「學童牙科保健手冊」，詳情請 

閱有關通告 

2月 25日 3B及 4A班 

學生 

牙科保健(屯門牙科診所) 

時間:上午 8:20-10:45 

帶備：牙刷、小毛巾和「學童牙科保健手冊」，詳情請 

閱有關通告 

 2月 26日 

 

小四、小五 

特定學生 

 至專達人 

 時間:下午 3:15-下午 4:15 

 地點:301室 

2月 28日 參與之家長 

及學生 

 聯校家教會活動－鄧中盆菜宴 

 時間:下午 6:00-10:00 

2月 29日 特定學生  馬振玉中學中國象棋比賽 

 地點: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已參加之 

學生家長 

 IPortfolio電子學習檔案親子工作坊 

 (詳情參閱有關通告) 

 時間:上午 10:00-11:30 

 地點:三樓電腦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