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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英業小學 
2021 至 2022 年度小一新生開學備忘 

敬啟者：                                                   通告編號:2021261 

 新學年即將開始，現將相關學校事務及行政安排臚列如下，敬希垂注： 

(一) 小一新生銜接課程 

日期：8月 25日(星期三)至 8月 28日(星期六) 

時間：09:00-12:00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           學生班別: _____________ 

各班上課時間表: 

日期: 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三)   

  1A 1B 1C 1D 1E 

08:40-09:00 學生進入校園 

09:00-09:40 班務處理 

09:40-10:20 小息大學問及防疫資訊 

10:20-10:40 小息 

10:40-11:20 校園探險 ICT課 視藝課 音樂課 英文課 

11:20-12:00 放學隊訓練 

日期:八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1A 1B 1C 1D 1E 

08:40-09:00 學生進入校園 

09:00-09:40 圖書課 校園探險 ICT課 常識課 視藝課 

09:40-10:20 音樂課 圖書課 校園探險 1CT課 成長課 

10:20-10:40 小息 

10:40-11:20 英文課  音樂課 圖書課 校園探險 常識課 

11:20-12:00 普通話  數學課 中文課 數學課 音樂課 

日期: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五)    

  1A 1B 1C 1D 1E 

08:40-09:00 學生進入校園 

09:00-09:40 常識課 英文課 成長課 視藝課 1CT課 

09:40-10:20 ICT課 常規訓練 常識課 圖書課 校園探險 

10:20-10:40 小息 

10:40-11:20 數學課 視藝課 音樂課 成長課 圖書課 

11:20-12:00 成長課 普通話 數學課 中文課 數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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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八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1A 1B 1C 1D 1E 

08:40-09:00 學生進入校園 

09:00-09:40 視藝課 成長課 英文課 常規學習 常規學習 

09:40-10:20 中文課 常識課 普通話 英文課 普通話 

10:20-10:40 小息 

10:40-11:20 常規學習 中文課 常規學習 普通話 中文課 

11:20-12:00 親子遊戲及破冰活動 

 

(二) 家長 E-CLASS  APP帳號 

本校全面使用電子通告系統，以內聯網 eClass 或手機 eClass App 程式發放訊息，讓

家長第一時間掌握子女在校情況。 

家長戶口資料 

家長登入名稱：               

家長登入密碼：               

下載方法及使用教學： 

https://www.alu.edu.hk/?page_id=13079 

 

密碼更改 

 家長有責任維護自己的帳戶資料及使用權，絕不可安排由子女或他人代為回覆通告。 

 為保障家長帳戶的可靠性，家長首次登入後，請立即更改密碼。( 用戶使用至少由六

個英文字母及數字混合組成的密碼，以加強戶口的安全性！)有關密碼切勿告知第三

者，包括貴  子弟，於簽覆電子通告時，輸入新密碼作為電子簽署。 

 如家長遺失密碼，須以書面形式(學生手冊第 13 頁「家長通知學校事宜」)向校方申

請重設密碼；校方將於收到申請後三至五個工作天以密件形式重發新密碼。 

 

通告接收及簽回 

 發出電子通告當日，教師著學生於學生手冊記下相關提示； 

 家長查閱各子女戶口內的通告，點選適當選項(如有)後，輸入「登入密碼」簽覆便可； 

 訊息通知：除家長開通了裝置上通知欄顯示外，亦可於本校網站 www.tyyps.edu.hk 獲

得相關資訊。 

https://www.alu.edu.hk/?page_id=1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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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一新生家長會 

日期：2021年 8月 28日(星期六) 

時間：09:10-12:00 

地點：本校四樓禮堂 

家長會程序表： 

時   間 摘   要 負責人 

08:40-09:10 家長進入禮堂  

09:10-09:20 
1) 致歡迎辭 

2) 介紹一年級班主任、外籍英語教師 
單琬雅校長 

09:20-09:45 

1) 小一家長注意事項及時間表安排 

2) 小一新生開課備忘 

3) 簡介「家長教師會」 

4) 簡介手機程式、電子通告及學校網站 

陸庭佳副校長 

廖淑霞老師 

09:45-09:55 課程、評估及學生功課事宜 劉嘉麗副校長 

09:55-10:10 

1) 簡介本校健康校園政策及防疫安排 

2) 簡介小食部/午膳安排 

3) 簡介學生服務事宜—學童保健、防疫注射、

牙科保健、校車服務事宜 

郁振傑副校長 

10:10-10:25 
1) 簡介學校訓育常規 

2) 簡介學生服飾事宜 
劉翠萍主任 

10:25-10:30 本校輔導工作及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支援 毛琪恩主任 

10:30-10:35 簡介書簿津貼及區本計劃事宜 張美莉老師 

10:35-10:55 家長提問時間 潘家輝老師 

10:55-11:25 

班主任會面時間並領取文件（地點：1A:401

室、1B:402室、1C:403室、1D:404室、1E:405

室） 

一年級班主任 

11:25-12:00 親子活動及破冰遊戲 科任老師 

 

備註：若天文台於早上六時仍懸掛八號或以上強風訊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或教育

局宣佈停課，當日家長會延至 8月 30日(星期一)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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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書本、作業及簿冊安排 

 如家長仍未購買書簿，請前往元朗壽富街五號地下光明書局購買書簿。除校簿及學

生手冊須在光明書局購買外，家長可自行前往其他書局購買學生用書及作業。 

 家長請於 9 月 1 日帶回學生的購簿証予班主任。 

 書本及作業請依據 8 月 28 日家長會中班主任指引帶回學校。 

(五) 訂購校服事宜 

家長可於前往天水圍天秀路 8號天一商城 3樓 3081號舖 豐昌順 校服專門店購買校

服。各家長亦可自行 前 往校服公司各門市部或其他校服供應商訂購本校校服，但應

依照本校規定之式樣縫製，校服式樣可向本校查詢。 

 

(六) 開課雙周特別安排 

1. 2021-2022年度之開學日為 9月 1日（星期三）。 

2. 開課首兩週，學生返、放學時間如下： 

周次 日期 (星期 ) 回校時間/

放學時間 

上課安排 

1 9月 1日(三) 至 

9月 3日(五) 

08:10-11:00  班務處理 

 9月 1日舉行高年級開學禮 

 9月 2日舉行低年級開學禮 

2 9月 6 日 (一)至 

9月 10日 (五) 

08:10-12:00 

 

 一至六年級每天上中英數常共

四節課 

3 9月 13日(一)起 08:10-13:00 

 

 全校學生依上課時間表上半天

面授課，直至教育局另行通告 

(七) 家長備忘 

 請家長交回學生相 6 張 (40mm X 50mm)。 

 請於 8 月 28 日(星期六)交回香港衛生署或外地醫療機構發出之針咭予班主任。 

 如已收到學生資助處發出之「資格證明書」，請於收到後兩星期內交回正本予班主任，

並請自行儲存副本（建議影印或電腦圖像）以便申請其他資助項目。 

 如未交回歸程隊調查及八達通卡登記表，請盡快交回。 

 

請家長留意以上各項內容，並依時出席及辦理。如有問題可致電學校 26178200

查詢。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英業小學 

2021年 8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