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1A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0-2021 年度    一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農曆新年假期家課安排〕 

 

敬啟者： 

            新年假期臨近，為了讓學生有一個充實而歡愉的農曆新年假期，本校將會安排質量均衡的家

課，讓學生在歡度佳節之餘，能善用餘暇，培養閱讀習慣。今特函    貴家長，請督促子女認真完成

家課，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科目 功課項目 1 功課項目 2 功課項目 3 

中文 
補(思)p.18-21 (評估

一) 
// 中文閱讀報告(2 星) 

英文 1A U6 Ex p.3-4 HW 4 pages 英文閱讀報告(2 星) 

數學 1 下補(1)(2) P.2-5 // // 

閱讀 
完成二星獎閱讀記錄 

(星獎冊 P.13) 
// // 

   

       功課項目 3：閱讀報告安排： 

       學生必須使用以下其中一本的「E 悅讀圖書」完成閱讀報告。 

中文閱讀報告(2星)(任選一本) 英文閱讀報告(2星)(任選一本) 

1.女兒的生日奇遇  

2.大象的腳印  

3.電車小叮在哪裏  

4.糖果城堡  

5.金色的瓢蟲  

6.小泰山.大夢想 

1.My Dear Mum  

2.First day back at school  

3.What to wear?  

4.What's in a picture?  

5.Hickory Dickory Dock 

 6.Bobo Bear's Birthday 

 
        若疫情持續，2 月 22 日(一)未能恢復面授課堂，請家長按以下安排回校領取及交回功課： 

        家長回校領取及交回實體功課安排： 

年級：一至三年級 

日期：22/2/2021(一) 
時間及地點： 

下午 1:30-3:00：一樓樓層課室(1A、1B、1C、1D、1E、2A) 

                           二樓樓層課室(2B、2C、2D、2E、3A、3B) 

                           三樓樓層課室(3C、3D、3E) 

備註：1. 建議家長如有子女就讀其他年級，可在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正到校領取。 

            2. 如家長未能於上述時間到校領取，請預先致電本校校務處，另約時間處理。 

 

         敬希留意，繳交日期為 22/2/2021(一)。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黃 偉 堅  謹啟 

二零二一年二月一日 



20171B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0-2021 年度    二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農曆新年假期家課安排〕 

 

敬啟者： 

            新年假期臨近，為了讓學生有一個充實而歡愉的農曆新年假期，本校將會安排質量均衡的家

課，讓學生在歡度佳節之餘，能善用餘暇，培養閱讀習慣。今特函    貴家長，請督促子女認真完成

家課，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科目 功課項目 1 功課項目 2 功課項目 3 

中文 補(閱)p.24-27 補(思)P.36-39 中文閱讀報告(2 星) 

英文 Reading Comp Ex 3-4 // 英文閱讀報告(2 星) 

數學 2 上補充 P.50-57 // // 

閱讀 
完成二星獎閱讀記錄 

(星獎冊 P.13) 
// // 

 

       功課項目 3：閱讀報告安排： 

       學生必須使用以下其中一本的「E 悅讀圖書」完成閱讀報告。 

中文閱讀報告(2星)(任選一本) 英文閱讀報告(2星)(任選一本) 

1.小熊米米的出奇麵包店  

2.女兒夢遊仙境 

3.女兒是我的寶貝 

4.小小紅蘋果：驚喜生日蛋糕  

5.小小紅蘋果：小羽毛  

6.女兒與明月 

1.Special Kids  

2.Helpful Insects  

3.The Greedy Puppy  

4.Jobs to Do  

5.Andrea the Ant  

6.Body Art 

 

        若疫情持續，2 月 22 日(一)未能恢復面授課堂，請家長按以下安排回校領取及交回功課： 

        家長回校領取及交回實體功課安排： 

年級：一至三年級 

日期：22/2/2021(一) 
時間及地點： 

下午 1:30-3:00：一樓樓層課室(1A、1B、1C、1D、1E、2A) 

                           二樓樓層課室(2B、2C、2D、2E、3A、3B) 

                           三樓樓層課室(3C、3D、3E) 

備註：1. 建議家長如有子女就讀其他年級，可在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正到校領取。 

            2. 如家長未能於上述時間到校領取，請預先致電本校校務處，另約時間處理。 

 

         敬希留意，繳交日期為 22/2/2021(一)。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黃 偉 堅  謹啟 

二零二一年二月一日 

 

 

 



20171C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0-2021 年度    三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農曆新年假期家課安排〕 

 

敬啟者： 

            新年假期臨近，為了讓學生有一個充實而歡愉的農曆新年假期，本校將會安排質量均衡的家

課，讓學生在歡度佳節之餘，能善用餘暇，培養閱讀習慣。今特函    貴家長，請督促子女認真完成

家課，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科目 功課項目 1 功課項目 2 功課項目 3 

中文 
補(教圖)—閱讀進階

二 
補(思)評估二 P.36-39  中文閱讀報告(2 星) 

英文 
Holiday Worksheet 

p.1-4 

// 
英文閱讀報告(2 星) 

數學 3 下補充 P.2-5 // // 

閱讀 
完成二星獎閱讀記錄 

(星獎冊 P.17) 
// // 

 

       功課項目 3：閱讀報告安排： 

       學生必須使用以下其中一本的「E 悅讀圖書」完成閱讀報告。 

中文閱讀報告(2星)(任選一本) 英文閱讀報告(2星)(任選一本) 

1.看故事，學俗語  

2.格利佛遊記  

3.發明通通識  

4.字的形音義—英雄小野狼  

5.變走苦味的魔法  

6.王羲之篇 

1.Carrot Loves Carrots  

2.Billy the Bully  

3.Freddy's Superpower  

4.Exercise!  

5.The little Red Hen  

6.chickaDEE-Back to School! 

 

        若疫情持續，2 月 22 日(一)未能恢復面授課堂，請家長按以下安排回校領取及交回功課： 

        家長回校領取及交回實體功課安排： 

年級：一至三年級 

日期：22/2/2021(一) 
時間及地點： 

下午 1:30-3:00：一樓樓層課室(1A、1B、1C、1D、1E、2A) 

                           二樓樓層課室(2B、2C、2D、2E、3A、3B) 

                           三樓樓層課室(3C、3D、3E) 

備註：1. 建議家長如有子女就讀其他年級，可在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正到校領取。 

            2. 如家長未能於上述時間到校領取，請預先致電本校校務處，另約時間處理。 

 

         敬希留意，繳交日期為 22/2/2021(一)。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黃 偉 堅  謹啟 

二零二一年二月一日 

 



20171D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0-2021 年度    四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農曆新年假期家課安排〕 

 

敬啟者： 

            新年假期臨近，為了讓學生有一個充實而歡愉的農曆新年假期，本校將會安排質量均衡的家

課，讓學生在歡度佳節之餘，能善用餘暇，培養閱讀習慣。今特函    貴家長，請督促子女認真完成

家課，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科目 功課項目 1 功課項目 2 功課項目 3 

中文 補(思)P.42-47 補(高)寫作四(短文) 中文閱讀報告(2 星) 

英文 4B U3 Ex bk p.3-5 // 英文閱讀報告(2 星) 

數學 4 上補充 P.34-37 // // 

閱讀 
完成二星獎閱讀記錄 

(星獎冊 P.17) 
// // 

 

       功課項目 3：閱讀報告安排： 

       學生必須使用以下其中一本的「E 悅讀圖書」完成閱讀報告。 

中文閱讀報告(2星)(任選一本) 英文閱讀報告(2星)(任選一本) 

1.喵店長  

2.沒用的蘋果  

3.天下第一龍  

4.美麗的節日傳說  

5.動物王國藍地球  

6.奇趣通識—動物 100 

1.Dead Batteries  

2.Are you a friend?  

3.The Gift of Guide Dogs  

4.DiscoveryBox: Animal Intelligence  

5.The Missing Cookies  

6.Meet my family 

 

        若疫情持續，2 月 22 日(一)未能恢復面授課堂，請家長按以下安排回校領取及交回功課： 

        家長回校領取及交回實體功課安排： 

年級：四至六年級 

日期：22/2/2021(一) 
時間及地點： 

下午 2:30-4:00：三樓樓層課室(4A、4B、4C) 

   四樓樓層課室(4D、4E、5A、5B、5C、5D) 

   五樓樓層課室(5E、6A、6B、6C、6D、6E) 

備註：1. 建議家長如有子女就讀其他年級，可在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正到校領取。 

            2. 如家長未能於上述時間到校領取，請預先致電本校校務處，另約時間處理。 

         

         敬希留意，繳交日期為 22/2/2021(一)。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黃 偉 堅  謹啟 

二零二一年二月一日 

 



20171E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0-2021 年度    五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農曆新年假期家課安排〕 

 

敬啟者： 

            新年假期臨近，為了讓學生有一個充實而歡愉的農曆新年假期，本校將會安排質量均衡的家

課，讓學生在歡度佳節之餘，能善用餘暇，培養閱讀習慣。今特函    貴家長，請督促子女認真完成

家課，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科目 功課項目 1 功課項目 2 功課項目 3 

中文 補(躍思)模卷(二) 
補(躍思)練習 31(P.50-

51) 
中文閱讀報告(2 星) 

英文 5B U1+2 Ex bk p.3-6 // 英文閱讀報告(2 星) 

數學 5 上補充 P.52-59 // // 

閱讀 
完成二星獎閱讀記錄 

(星獎冊 P.17) 
// // 

 

       功課項目 3：閱讀報告安排： 

       學生必須使用以下其中一本的「E 悅讀圖書」完成閱讀報告。 

中文閱讀報告(2星)(任選一本) 英文閱讀報告(2星)(任選一本) 

1.格利佛遊記  

2.變走苦味的魔法  

3.名人勵志人生小故事  

4.在中國人的幻想世界玩一趟  

5.閃亮人生—香港傑出少年隨筆 

1.A Wedding-Cake Tale  

2.DiscoveryBox: Animal Intelligence 

3.DiscoveryBox: The Story of Cars 

4.DiscoveryBox: Journalists  

5.A Friend to Everyone 6.Meet my Family 

 

        若疫情持續，2 月 22 日(一)未能恢復面授課堂，請家長按以下安排回校領取及交回功課： 

        家長回校領取及交回實體功課安排： 

年級：四至六年級 

日期：22/2/2021(一) 
時間及地點： 

下午 2:30-4:00：三樓樓層課室(4A、4B、4C) 

   四樓樓層課室(4D、4E、5A、5B、5C、5D) 

   五樓樓層課室(5E、6A、6B、6C、6D、6E) 

備註：1. 建議家長如有子女就讀其他年級，可在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正到校領取。 

            2. 如家長未能於上述時間到校領取，請預先致電本校校務處，另約時間處理。 

         

         敬希留意，繳交日期為 22/2/2021(一)。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黃 偉 堅  謹啟 

二零二一年二月一日 



20171F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0-2021 年度    六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農曆新年假期家課安排〕 

 

敬啟者： 

            新年假期臨近，為了讓學生有一個充實而歡愉的農曆新年假期，本校將會安排質量均衡的家

課，讓學生在歡度佳節之餘，能善用餘暇，培養閱讀習慣。今特函    貴家長，請督促子女認真完成

家課，茲將詳情臚列如下： 

               

科目 功課項目 1 功課項目 2 功課項目 3 

中文 補(躍思)模卷(二) 
補(躍思)練習 31 短文

寫作 
中文閱讀報告(2 星) 

英文 
Pre-S1 Paper 6 

(Reading 1-3+ 

Writing) 

// 
英文閱讀報告(2 星) 

數學 
6 上補充 P.14-17 

              P.30-33 
// // 

閱讀 
完成二星獎閱讀記錄 

(星獎冊 P.17) 
// // 

 

       功課項目 3：閱讀報告安排： 

       學生必須使用以下其中一本的「E 悅讀圖書」完成閱讀報告。 

中文閱讀報告(2星)(任選一本) 英文閱讀報告(2星)(任選一本) 

1.小學雞  

2.玩轉海陸空—物理篇  

3.生活是一種練習  

4.GOAL! 敗部復活  

5.心靈花園 3.每天都是好日子 

6.Q 版特工 18 不是任務 

1.A Friend to Everyone  

2.Meet my Family  

3.StoryBox: Holiday at Grandpa's 

4.AdventureBox: Lisa West goes back to school 

5.Play sports!  

6.Discovery Box: Big Cats 

 

        若疫情持續，2 月 22 日(一)未能恢復面授課堂，請家長按以下安排回校領取及交回功課： 

        家長回校領取及交回實體功課安排： 

年級：四至六年級 

日期：22/2/2021(一) 
時間及地點： 

下午 2:30-4:00：三樓樓層課室(4A、4B、4C) 

   四樓樓層課室(4D、4E、5A、5B、5C、5D) 

   五樓樓層課室(5E、6A、6B、6C、6D、6E) 

備註：1. 建議家長如有子女就讀其他年級，可在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正到校領取。 

            2. 如家長未能於上述時間到校領取，請預先致電本校校務處，另約時間處理。 

          

         敬希留意，繳交日期為 22/2/2021(一)。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黃 偉 堅  謹啟 

二零二一年二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