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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家長： 

 

      近日來，收到不少中學寄來的校務簡介，其中夾附著畢業於我校學生在中學就

讀時的優異成績，見到我校同學能在不同範疇上大放異彩，我校亦感欣慰。比如就

讀萬鈞伯裘書院馮美瑤校友在”Hong Kong You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mpetition”  Mathematics, Physics and Engineering(Junior Section) - Merit Award，李

家文校友參與《匯豐香港社區夥伴計劃》獲得「卓越創科精神獎」 

 

「2022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雖然仍在疫情影響下，但無阻同學發揮潛力，近

日相繼收到校友們的喜訊：其中何樂言校友就讀鄉議局中學，考獲中文(5)，英文

(5)；數學、物理、化學均獲(5*)；數學(延伸部份)(5**)；成績斐然，並已獲中文大

學工商管理學院取錄，修讀計量金融學士課程；徐劍鋒校友就讀鄧兆棠中學，除

了數學獲(5)，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經濟均獲得(5*)佳績，同樣獲中文大學的取

錄，攻讀專業會計學學士課程。聽到這些熟悉的名字，今日能夠各展所長，我校

上下都殊感欣慰。尚有不少校友佳績，我校將陸續上載校網，讓大家可以一同見

證我們鄧英業小學學生努力的成果。 

     

鄧英業小學一直致力落實元中校友會的辦學理念，與會屬的劉良驤紀念幼稚

園和鄧兆棠中學一脈相承，更使學生無論在知識的建構以及品格的栽培方面，都

能連貫地發展，令幼小或中小都能無縫銜接，辦學團體十分鼓勵屬會小學同學升

讀鄧兆棠中學，以往舉辦的星加坡交流團，升中獎學金的設立，都是加強中小聯

繫的舉措，今年度更增設種籽生獎學金，藉此鼓勵屬 Band 1 組別同學，或在小學

時已具潛質實力的同學可以在會屬學校裡被悉心栽培，中學時期繼續發熱發光，

將來可以有更遠大的前程。 

     

        在此，我很高興能夠與各位家長見證我們小朋友們努力的成果，分享他們的

喜樂，藉此也鼓勵在校同學積極裝備自己，把握機會，因應自己的興趣和能力，

追尋自己的夢想，迎接未來的挑戰！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英業小學 

單琬雅校長謹啟 

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甲】家長備忘： 

 

日   期 對 象 注 意 事 項 

11月 1日 二至六年

級學生 

二至六年級中文寫作考試(隨堂) 

11月 1、8、10、

22、24日 

特定學生 學習適應小組( 初小組 ) 

時間: 下午 2:15-3:15 

學習適應小組 ( 高小組 )  

時間: 下午 3:30-4:30 

11月 1、2、4、8、

9、11、22、23、

25、29、30日 

特定學生 課後英語提升班(zoom)-六年級 A1, A2, A3組 

時間: 下午 2:15-3:15 

課後英語提升班(zoom)-六年級 B1, B2, B3組 

時間: 下午 3:30-4:30 

11月 1、2、4、7、

8、9、11日 

特定學生 非華語功課輔導班 

時間: 下午 2:15-3:25 

11月 1、2、3、7、

8、9、10日 

特定學生 齊齊功課樂滿 FUN小組 

時間: 下午 2:30-4:00 

地點: 101室 

11月 1、8、22、

29日 

特定學生 舞蹈組 

時間: 下午 2:30-4:00 

地點: 213室 

11月 1、2、3日 特定學生 機甲大師編程 A班 

時間: 下午 2:30-4:30 

地點: 電腦室 

11月 1、8、22、

29日 

特定學生 足球隊訓練 

時間: 下午 2:45-4:15 

11月 1、3、22、

24、29日 

特定學生 智能理財精英學堂(VR工作坊) 

時間: 下午 3:00-4:30 

地點: 三樓電腦室 

11月 1、4、8日 特定學生 田徑隊訓練 

時間: 下午 3:00-5:00 

11月 2、4、7、9、

11日 

特定學生 課後增值班  

時間: 下午 2:15-3:45 

11月 2、8日 特定學生 英業鼓揚 

時間: 下午 2:15-3:15 

11月 2、8、23及

29日 

特定學生 菁英鼓揚 

時間: 下午 3:15-4:45 (2/11、8/11)，下午 2:15-4:45 (23/11、29/11) 

地點: 禮堂 



日   期 對 象 注 意 事 項 

11月 3、24日 特定學生 説書大使培訓計劃 

時間: 下午 2:30-4:00 

11月 3、10、24日 特定學生 手鈴隊 Shiny Bells 

時間: 下午 2:20-4:20 

地點: 音樂室 

11月 4日 特定學生 Cospace元宇宙興趣班 

時間: 下午 2:00-3:45 

11月 4、9、23、

25、30日 

特定學生 我智 FIT健體計劃 

時間: 下午 3:25-5:25 

地點: 雨天操場 

11月 4、18、25日 特定學生 手鐘隊 Shiny Chimes 

時間: 下午 2:20-3:50 

地點: 音樂室 

11月 4、18及 25

日 

四年級 

特定學生 

小四成長的天空輔助小組 

時間: 下午 12:30-1:45 

11月 5日 特定學生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3人籃球錦標賽 

時間: 上午 8:00-下午 1:00 

特定學生 基本法大使領袖培訓工作坊 

時間: 上午 9:00-下午 2:00 

一年級 

學生家長 

小一家長座談會 

時間: 上午 10:00-11:30 

地點: 會議室及 101-105室 

已參加 

之學生 

及家長 

公益金賣旗日 

時間: 上午 8:00-中午 12:00 

11月 9日 特定學生 我智 Fit健體計劃家長講座(zoom) 

時間: 下午 3:00-5:00 

11月 10-11日 特定學生 元朗區學界田徑比賽 

地點: 天水圍運動場 

11月 10-11及 14

日 

二至六年

級學生 

二至六年級進行中文聆聽考試(10/11)、英文聆聽考試 (11/11)及 

六年級普通話科筆試(14/11) 

考試時間:上午 8:25-9:25 (正常時間返放學) 

11月 12日 特定學生

及家長 

奧苗計劃親子運動班 

時間: 上午 9:00-中午 12:00 

地點: 禮堂 

11月 15-17日 全體學生 二至六年級進行第一次考試，一年級上中、英、數、常四科 

返學時間:上午 8:45 (進入課室時間: 8:30-8:45) 

放學時間:上午 11:20 



日   期 對 象 注 意 事 項 

11月 17-18、21-

23日 

已參加而

被錄取之

學生 

試後興趣班 

時間: 下午 2:15-3:45 

11月 19日 全體學生 校服商到校售賣冬季校服 

時間: 上午 9:00-下午 1:00 

地點: 雨天操場 

特定學生 奧苗計劃專項運動班---滑板 

時間: 上午 10:00-11:30 

地點: 籃球場 

11月 22、24及 29

日 

特定學生 羽毛球校隊訓練 

時間: 下午 2:00-3:30 

地點: 禮堂 

11月 23-25日 特定學生 機甲大師編程 B班 

時間: 下午 2:30-4:30 

地點: 電腦室 

11月 23日、30日 特定學生 奧苗計劃專項運動班---滑板 

時間: 下午 2:30-4:00 

地點: 籃球場 

11月 26日 六年級特

定學生 

海洋公園學院課程（舊生會主辦） 

時間：上午 8:30-下午 2:00  

集合地點：本校雨天操場 

11月 28日 特定學生 奧苗計劃開幕禮 

時間: 下午 2:00-5:00 

地點: 禮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