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請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十一日上午九時

至下午五到本校辦理註冊手續，並請帶同

下列文件： 

1. 小一註冊證正本 

2. 香港身份證明文件：香港出生證明

書、回港證、單程證……  

3. 地址證明 

4. 學生相片一張 

   (跨境學童需準備額外兩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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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學理念 P.4-5 

2 升小一銜接課程 P.6 

3 校車服務 P.7 

4 小一適應錦囊 P.8 

5 小一支援措施 P.9 

6 校本支援 P.10 

7 多元智能活動 P.11 

8 家長心聲 P.12 

9 重要日期一覽表 P.13 

10 校服式樣 P.14 

 目錄  

11 書單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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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教學樂趣多  老師關顧每一個 
 

為切合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本校刻意推行小班教

學，並將課堂內的師生比例降低。我

們深信，學習是雙向的，溝通是雙方

的，有了更緊密的師生接觸，學生參

與學習的機會和獲得

個別照顧的機會便會增加。孩子在學習

階段，必須讓他們親身經歷，讓他們去

觸摸、去嘗試、

去發掘、去探究、去匯報……讓他

們走進知識裏去，學習才會變得更

有意義，知識也更深刻地印在他們

的腦海裏。 

我們分組砌數粒 

外籍老師為我們講故事 
我們玩字卡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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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小一銜接課程) 

本校一向重視小朋友的

身心健康發展，為讓小一學

生能及早適應小學生活，減

少對新環境造成的心理恐

懼。本校設計一套為期五天

的「小一銜接課程」，協助小一新生適應學習生活。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包括常規課、中文、英文、數

學、常識、音樂及陶藝，每節約 45分鐘。 

日期： 14/6(六)、28/6(六)、27/8(三)、28/8

(四)、29/8(五) 

時間：上午九時四十五分至十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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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位置車站位置車站位置車站位置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待定待定待定待定)))) 

兆康 巴士站迴旋處 約 550 

良景邨 良智樓 約 520 

山景邨 巴士站 約 500 

華都 的士站 約 400 

恆順園 巴士站 約 440 

三聖邨 巴士站 約 450 

福田口岸 (未包括內運) (人民幣)1,000(留位費) 

深圳灣口岸 (未包括內運) (人民幣)1,200(留位費) 

如有需要其他位置乘坐校車，請與職員聯絡。 

本校自置校車行走本地線本校自置校車行走本地線本校自置校車行走本地線本校自置校車行走本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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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將快邁進另一新階段，迎接小學的群體及學習生活。新

階段既是機遇亦是挑戰，我校為配合同學面對新的學習環境，特設

多方面的活動，為新生提供各項的支援。同時期望達至家校共融，

把握小學六年的發展時間，啟發學生不同的學習潛能。以下是一些

溫馨小提示，提示家長如何協助子女順利渡過新階段。 

1. 留意課堂規則，提醒子女準時上學及完成功課，讓子女培

養自律的習慣； 

2. 家長及子女共同準備上課用品，培養子女的責任感； 

3. 鼓勵子女說出自己的需要，增強自理及表達能力； 

4. 減少與其他學生比較，主動讚賞其付出，增強子女學習動

機； 

5. 當子女犯錯，先了解其原因及共同分析過程，培養子女獨

立處理事情的能力；切忌欠缺溝通，盲目責罵； 

6. 注重子女個人品德，尊師重道，多鼓勵子女幫助別人； 

7. 留意子女情緒，教他們如何管理情緒，協助他們正面成

長； 

8. 常言道家長為小孩的第一老師，宜多使用身教。 

在這段適應期，相信學生和家長可能會面對不少新事物帶來的

壓力，多溝通及多作親子交流有助解決困難和提升親子關係。如家

長遇到管教上的疑難，可以與學校商討及交流心得。最後，祝願孩

子與家長有一個愉快的學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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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一銜接課程 讓學生親身體驗小學課程，及早認識校園環

境，為小學適應做好準備。 

2. 小一新生家長日 為小一新生家長舉辦學校簡介會，介紹學校

設施及課程。 

3.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每一位大哥哥/大姐姐負責照顧兩位一年級同

學，在早會前、小息和午休時間，抽空陪伴

小一師弟妹，幫助他們認識學校的環境和設

施，學習學校規則和認識老師，亦會於導修

節教導小一學生寫手冊及做功課。 

4. 網上查閱每天功課 每天下午 4:30後，家長可上網查看子女每天

家課表。 

5. 親子午膳 邀請家長於開始午膳的首兩周到課室協助小

一學生午膳，好讓家長了解學生於校內用膳

的情況。 

6. 功課輔導課 每天之第八節為導修節，學生可於該節完成

每天之家課。如有困難，老師及大哥哥/大姐

姐會給予幫助。 

7. 英文輔導班 英文老師會為小一學生每星期進行一次課後

英文增潤班，加強英文文法運用。 

8. 小一課程調適 中文、英文、數學科為小一學生設計調適課

程，協助適應小學學習生活。 

9. 家長與小一科任座

談會 

於期中試後舉行座談會，了解小一學生學習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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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書手冊及網上默書溫習系統默書手冊及網上默書溫習系統默書手冊及網上默書溫習系統默書手冊及網上默書溫習系統    

 本校特將全年的默書範圍編製成中、英

文默書手冊。學生對哪一天默書，默些甚麼

內容，全都一目了然，好讓學生有充足的時

間溫習，爭取佳績。學生在溫習時，可登入

學校內聯網的網上默

書溫習系統，聆聽字詞的讀音，也可利用此

系統自我預默，培養孩子獨立溫習和自我檢

測的良好習慣。 

 

 

課後託管班課後託管班課後託管班課後託管班    

 現代人工作繁忙，做父母的更是辛

苦，不但要為口奔馳，還得擔心孩子在

家無人照看，更怕他們在街上遊蕩甚至

學壞……為免除在職家長的無顧之憂，

我校特設課後託管班，讓學生可留校學習至

晚上 7:00。課後託管班由關愛基金資助，

費用全免，兼有茶點供應，而且學校還聘請

了大專生到校為學生輔導功課。 

英文默書手冊英文默書手冊英文默書手冊英文默書手冊    

中文默書手冊中文默書手冊中文默書手冊中文默書手冊    

姐姐教我做功課姐姐教我做功課姐姐教我做功課姐姐教我做功課    

課後鬆一鬆課後鬆一鬆課後鬆一鬆課後鬆一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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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拓闊同學視野為了拓闊同學視野為了拓闊同學視野為了拓闊同學視野、、、、讓同學發揮潛能讓同學發揮潛能讓同學發揮潛能讓同學發揮潛能、、、、促進學生間的群性發展促進學生間的群性發展促進學生間的群性發展促進學生間的群性發展，，，，

本校設有多樣化的多元智能活動本校設有多樣化的多元智能活動本校設有多樣化的多元智能活動本校設有多樣化的多元智能活動，，，，讓一年級學生參加讓一年級學生參加讓一年級學生參加讓一年級學生參加。。。。    

中國武術班中國武術班中國武術班中國武術班    

童軍童軍童軍童軍    

中國舞中國舞中國舞中國舞    

集體朗誦集體朗誦集體朗誦集體朗誦    古箏古箏古箏古箏

小提琴小提琴小提琴小提琴 口風琴班口風琴班口風琴班口風琴班    手繪陶瓷手繪陶瓷手繪陶瓷手繪陶瓷

英語話劇英語話劇英語話劇英語話劇    

體操班體操班體操班體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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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片天空另一片天空另一片天空另一片天空                3A 3A 3A 3A 張嘉妍家長張嘉妍家長張嘉妍家長張嘉妍家長    

 我實在不敢相信，我的女兒嘉妍在世界

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就讀的這一年裏，竟

有如此大的轉變。 

 現在的她和從前相比，簡直是雲泥之

別。以前，嘉妍並不愛學習，甚至可說是抗拒

學習，每一次考試都是最後幾名，實在令我頭

痛不已。更讓我憂心的是，她在學校似乎並不

快樂。據舊校的老師說，她不愛和其他的小朋

友玩在一起，經常一個人躲在一旁，而且很容易哭，被別人說兩句

就掉眼淚，情緒非常低落……眼看著女兒一天天地消沉下去，我實

在心急如焚，不得不為她轉校了。2012年的夏末，我牽著嘉妍的

手，懷著一顆忐忑的心踏進了劉德容紀念小學的大門。握著女兒的

手，我能感到她的不安。這也難怪，學校已開學快一個月了，而且

又是插讀二年級，她到底能不能適應呢﹖ 

 一個多月過去了，我欣喜地發現我的女兒變得愛笑、愛上學

了。她說這裏的老師對她都很好，和同學也相處得十分融洽﹔生動

活潑的教學方式，讓學習變得有趣﹔老師們又很耐心地教導她，和

她一起解決學習上的困難。現在她會自覺地學習，成績更是突飛猛

進，後來她還當上了班長，成了小領袖﹗她那燦爛的笑靨和滿滿的

自信，使我萬分欣慰。感謝老師們的付出，讓我的小女兒也擁有了

充實而快樂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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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月月月 19日日日日前到校務處交書簿費 

☆ 6月月月月 19日日日日(星期四 10:00-2:00)或

6月月月月 27日日日日(星期五 10:00-3:00) 

   訂造校服 

☆ 8月月月月 27-29日日日日小一適應銜接課程 

   (穿着整齊校服及帶備文具) 

☆ 8月月月月 29日日日日新生家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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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夏季校服 女生夏季校服 

夏季運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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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名稱 出版社 價格 

中文課本 現代出版社(漢語拼音版) 109.2 

中文作業 現代出版社 59.0 

English To Enjoy 

A,B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Ltd 
164.6 

English To Enjoy 

Intensive Practice 

(A,B)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Ltd 

137.2 

English To Enjoy 

Reading & Writing 

A,B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Ltd 

137.2 

English To Enjoy 

Listening & Speak-

ing(A,B)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Ltd 

112.6 

數學課本 牛津出版社 117.0 

數學作業 牛津出版社 65.2 

常識課本 新亞洲出版社 107.4 

常識作業 新亞洲出版社 61.6 

音樂課本 

(新小學音樂) 
英利出版社 71.7 

電腦課本 現代出版社(2010 版) 66.9 

學校用簿   16.4 

手冊   13.8 

視藝材料   60.2 

校本課業用紙   40.0 

總計   1,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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