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177A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1-2022 年度    一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聖誕假期家課安排〕 

 

 

敬啟者： 

 

            聖誕佳節臨近，為了讓學生有一個充實而歡愉的聖誕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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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5 // 中文閱讀報告(1 星) 

英文 1A U5 Ex p.1-2 HW 2 pages 英文閱讀報告(1 星) 

數學 補充 P.34-41 // // 

閱讀 完成一星獎閱讀記錄 (星獎冊 P.9) // //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黃  偉  堅  謹啟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六日 



21177B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1-2022 年度    二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聖誕假期家課安排〕 

 

 

敬啟者： 

 

            聖誕佳節臨近，為了讓學生有一個充實而歡愉的聖誕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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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閱) P .16-19 中文閱讀報告(1 星) 

英文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 

4,5,6 
// 英文閱讀報告(1 星) 

數學 補充 P.36-55 // // 

閱讀 完成一星獎閱讀記錄 (星獎冊 P.9) // //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黃  偉  堅  謹啟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六日 

 

 

 

 



21177C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1-2022 年度    三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聖誕假期家課安排〕 

 

 

敬啟者： 

 

            聖誕佳節臨近，為了讓學生有一個充實而歡愉的聖誕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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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一 P.18-21 「笨狼的故事」任務冊 中文閱讀報告(1 星) 

英文 Holiday WS // 英文閱讀報告(1 星) 

數學 補充 P.34-43 // // 

閱讀 
完成一星獎閱讀記錄 (星獎冊 P.14) 

(閱讀加油站一欄除外) 
// //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黃  偉  堅  謹啟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六日 

 

 

 



21177D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1-2022 年度    四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聖誕假期家課安排〕 

 

 

敬啟者： 

 

            聖誕佳節臨近，為了讓學生有一個充實而歡愉的聖誕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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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評估(一)(P.20-25) 補(高效)寫作(二)--短文 中文閱讀報告(1 星) 

英文 4B U2 Ex p.1-3 HW 2 pages 英文閱讀報告(1 星) 

數學 補充 P.34-37 // // 

閱讀 
完成一星獎閱讀記錄 (星獎冊 P.14) 

(閱讀加油站一欄除外) 
// //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黃  偉  堅  謹啟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六日 



21177E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1-2022 年度    五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聖誕假期家課安排〕 

 

 

敬啟者： 

 

            聖誕佳節臨近，為了讓學生有一個充實而歡愉的聖誕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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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30(P.48-49) 補(躍思)模擬試卷(一) 中文閱讀報告(1 星) 

英文 5B U1&2 p.1-3 WS(1) 英文閱讀報告(1 星) 

數學 補充 P.32-41 // // 

閱讀 
完成一星獎閱讀記錄 (星獎冊 P.14) 

(閱讀加油站一欄除外) 
// // 

體育 LearningFun 選擇題 // //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黃  偉  堅  謹啟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六日 

 



21177F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1-2022 年度    六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聖誕假期家課安排〕 

 

 

敬啟者： 

 

            聖誕佳節臨近，為了讓學生有一個充實而歡愉的聖誕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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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30(短文寫作) 補(躍思)模擬試卷(一) 中文閱讀報告(1 星) 

英文 
Pre-S1 Paper 4 : Reading (B1-

3) and Writing (C) 
// 英文閱讀報告(1 星) 

數學 補充(階段性評估 2)P.30-33 // // 

閱讀 
完成一星獎閱讀記錄 (星獎冊 P.14) 

(閱讀加油站一欄除外) 
// //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黃  偉  堅  謹啟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