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長注意事項

朱國強校長



家校合作目標

✓家校合作，把最好的教育給予孩子，使他們
成為品格良好，有學業成就的「嶺英人」。

✓保持溝通，家長信任校方會公平、合情合理
地處理每件事情，家校間和諧、愉快地相處。

✓家長配合學校的要求，積極參與校方活動，
配合學校政策及方針，令學生健康成長。



家長配合學校正向教育的注意事項

✓注意身教及言教

✓全力做到學校的要求(如簽手冊、通告、交費、

家課……)

✓以正面的態度面對學生的學業，多鼓勵及欣賞，

少責罵，培養孩子的學習興趣及閱讀習慣

✓放棄比較，集中追求孩子自己的進步

✓學生上學期間發生的糾紛或問題，交學校處理



微信家長互助群組注意事項

各班群組內有家長教師會委員，協助解答家長的問題

群組以家長互助為主，老師不一定能即時處理家長的問題

如有緊急事項，應打電話到學校，找負責的老師處理

群組使用時間為上午6:00-晚上9:00

群組內禁止發放廣告或與學校無關的訊息

群組並非投訴的途徑，個別問題可私下找老師處理



2018-19幼小銜接

課程組



幼小銜接
第一二週：校園生活習慣及學習習慣培養

第一個月：以自理自律為跨科學習主題

第二個月：以認識校園為跨科學習主題

第一學期：以進展性真實評估代替測驗考試

第二學期：以進展性真實評估代替測驗考試



校園生活習慣1

寫手冊、交功課、執書包、功課袋

保持書桌、教室、校服、餐具整潔；
能自行取水、排隊、用洗手間、去
圖書館、午膳等。



校園生活習慣2

整齊、清潔、靜心、

守時、禮貌



校園生活習慣3

執行班長、組長、及其他被委
任職位之工作



特別措施
每天只帶一科課本及作業回校

上學期功課部分在課堂內完成。



進展性評估
全年不設考試

將在10月、12月、1月及6月，科任
判斷學生達成該等學習目標的情況，
向家長匯報
(表現優良/經常做到/偶爾做到/學習中)



小一上學期採用進展性評估
代替測驗考試

二年級跟其他年級一樣，

每學期一次段考一次期考



家長如何支援子女
學習中文科

中文組



中文科宗旨

工具性 人文性

品德情義

思維

文化

文學審美

說

聽

寫

讀

自主學習



功課
 彈性功課

 平衡功課的「質」和「量」

 重「質」課業：

 詞語故事（下學期）

 筆記簿：預習、摘錄筆記、延伸自學

回家：「閱讀」

自學（閱讀花園、古詩文自學冊）



功課要求

準時繳交

字體端正

保持整潔

改正

注重細節（日期、題目關鍵字眼）

貼於手冊



家長支援子女學習的具體方法



中文科 家長支援默書

默書目的：認字、識字

語文學習基本功（閱讀、寫作）
默書內容

詞語

讀默／
背默

趣味
默書



中文科 家長支援默書

訂立明確、可行溫習目標

分階段溫習

長期、恆常溫習



督促／陪同子女完成自默功課

１ •看一看
２ •讀一讀
３ •記一記

４ •寫一寫

５ •對一對

６ •圈一圈

７ •改一改

自默七步曲



家長支援默書

簽署

正面鼓勵、表揚



培養閱讀習慣

語文學習根本

修養

品德情義

思維

眼界



培養閱讀習慣

閱讀

習慣

投其所好：

興趣

正面鼓勵成功感

以身作則



中文科家長支援閱讀

閱讀花園

網上閱讀平台

每日一篇

5題小練習
 http://www.lyps.edu.hk/

http://www.lyps.edu.hk/


善用圖書館資源

中文科家長支援閱讀



閱讀花園／圖書／課文

初段

• 陪伴子女閱讀

• 家長讀：講故事形式、有趣提問

中段

• 家長子女一起讀

• 一起發掘問題，家長引導尋找答案方法

後段

• 子女自主閱讀 分享心得

• 子女主動發掘問題，自行找出答案



古詩文自學冊

一至六年級
全年使用
每級10首詩/古文

附有譯文、注釋

自學元素：想一想、參考答案



古詩文自學冊

畫中有詩

以繪畫展現中國古詩的神韻

結合文學與藝術

領悟古詩的美

我的詩作

鼓勵創作



古詩文自學冊

推動自主學習

願景：畢業習得60古詩文



中文科家長支援聽說粵語

為學生適應中學及工作需要及融入社會

家長鼓勵學生多說粵語

多看粵語電視節目、教育電視、電子教科書

正面鼓勵，毋用不斷糾正



英文科一年級課程簡介



1 2 3 4 5 6 7 8 9

Net lessons
外籍教師與
本地老師共
同授課

GE lessons
本地老師授課

一年級上學期沒有默書。但仍會以Memory Game 記憶
遊戲的形式鼓勵學生多練習生字拼寫。
下學期其中一堂GE 堂用作默書堂。



Aims of Space Town
Space Town 的目標

The aim of Space Town is to develop students’

four language skills as well as other learning

skills through this sustainable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Space Town 的目標除了教授及提升學生的聽，說、讀、

寫

的能力外，更希望能夠發展學生的學習能力。



Why are parents involved in the Space Town?

為甚麼家長須參與 Space Town?

 Home can provide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learning.

 Research shows parental involvement is correlated

with children’s success.

• 家庭能奠定兒童良好學習基礎

• 研究顯示兒童的學習成功與家長的參與有密切的關係



What is the Space Town Home Reading 

Programme?

甚麼是 Space Town 家庭閱讀計劃?

 It is part of the Space Town for KS1 programme.

 Every week each student will be given two books to

consolidate the sounds and language structures they

learn during that week.

• 這是 Space Town 的一部分。

• 學生每星期將會閱讀兩本圖書，以鞏固已學習的字母發音
及英文句式。



T - Letter Book

T - 字母書



My Bag – Small Book

My Bag – 小圖書



The Home Reading Letter Books 

家庭閱讀拼音字母書
How can parents support children with these books?

 Encourage children to tell you what the sound is.

 Read the words together.

 Look at the pictures and ask the children to tell you what’s happening.

 Praise his/her effort. 

家長如何利用這些拼音字母書支援學生？

• 每天抽取時間與孩子一同閱讀

• 鼓勵孩子說出該字母的音

• 鼓勵孩子利用書本的圖畫描述故事

• 讚賞孩子的努力



Self-directed Learning Activity Booklet 
自我導向學習活動小冊子

• Students should be allowed to

choose the activities that they

want to complete in the

booklet and when to do them.

• Please do not force students

to complete the activities in

the booklet.

• 容許學生選擇做小冊子內的
那些活動和何時做那些活動

• 請切勿強逼學生完成小冊子
內的所有活動



Home Reading Record
家庭閱讀記錄



自我導向學習活動小冊子



Reading Town 1



Reading Town Series



Other on-line learning resources

 GE Student Booklet 及 Student Booklet 裡囊括了大量的QR Code。掃描這些QR 

Code就可以進入一些具有教育意義的小遊戲或者影片中，讓學生在家中亦能輕鬆
預習/鞏固/溫習學習內容。







 
Name of App 

 
App Description 

Available 
on App 
Store 

Available 
on 
Google 
Play 

Toddler 
Numbers and 
Counting 

  Toddler Numbers and Counting app can 
help your child to recognize different 
numbers and how to count up to 15. 
Tapping on the number buttons shows the 
number of objects at the top and a fun 
voice says the number. It's fun and 
educational! 

 
 

Learn to Count 
 

 

Learn your numbers by counting stars and 
spaceships! 
First count up to 10, then count all the 
way up to 25. 
Friendly outer-space travelers help you 
along your way. 

 
 

123 Learn Your 
First Numbers 

  This is what we call fun learning. It’s fun 
for you to teach, enjoyable for your child 
to play while he learns too. We are in a 
process of making more such apps that 
help you teach your children easily while 
they have fun as well. 
 

 
 
 

 

Animals 
Counting 

Writing Game 

 Learn Number counting, writ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This game reinforces 
associative learning which may aid in 
early brain development in young kids and 
may help your child get a HEAD START 
in READING and WRITING. 

 
 

VocabBuilder2 
 

 

Family Tree 
 
 
 
 

 
 

VocabCatcher1 
 

 

Numbers 1-20 and colours 

 

 

VocabCatcher3 
 

 

Toys 

 
 

 



Self-directed Learning
自我導向學習

 Self-directed learning is for students to becom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learning.

• 自我導向學習目的是學生要自我學習及成長。
學生為自己的學習負上責任



Use of textbooks
教科書的運用

 In Space Town the textbook units will be taught in 
a different order and some pages will be omitted 
because they will be covered later

 Teachers will use a wider range of strategies and
resources to support students’ learning

• 為配合Space Town, 有必要時老師會調動教科書內的課次
，更可能刪掉一些已經或將會教授的內容

• 老師會利用不同的教學策略及資源加強學生的學習



 Head start AR

 半價購買電子書E-book



常用的功課代號
 Songs

 SB= Student Booklet

 GESB=GE Student Booklet

 NW=New Words

 WB=Workbook

 WS =Worksheet

 MG Corr.+ Sign = 記憶遊戲改正及簽名

 A1-1 代表A冊書第一課的第一份工作紙

 B2-1 代表B冊書第二課的第一份工作紙

 B3-2 代表？



默書

 上學期 Memory Game

 下學期正式默書



考察範圍 考察內容





 Dictation corr+ sign 默書改正和家長簽署



數學科簡介



功課代號

書 P.61-62



功課代號

工(1.1)
存於藍FILE

M 1上 工 範疇:A 1.1 班別 姓 名 成

績
單元一 :10以內的數

1 ___ (   )日期： 年 月 日



功課代號

綠色封面

A工(1)P.1-2



功課代號

作P.20-21

作業



認真完成功課

功課要求



認真完成功課

功課要求



閱讀題目

功課要求



主動做改正

用HB鉛筆做功課

用擦膠把錯誤的答案完全擦去

準時交齊功課

功課要求



家長在家中看管和協助學生溫習

每日以提問的方法測試學生

將題目重新做一次

溫習方法



引起學生對數學學習的興趣

教學宗旨



背口訣:組合歌[合十數]

19 28 37 46 55

乘數表:2、5、10

數數:20/25/100/200

認字:單數/雙數;共有/合共

教學宗旨



教學宗旨

提升閱讀能力-家長伴讀



購買一把直尺,長度15厘米尺(包括毫米刻度)

直尺的四個角必需是直角

開學日的準備



開心學堂



 本校特色

 每年舉辨不同主題的工作坊及講座

 提升家長在家的效能支援孩子的成長



 日期: 9月19日(星期三)

 時間: 9:30-12:30

 講者: 本校社工李姑娘, 本校小一任教老師及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王賽
明快樂家座培育中心資深社工

 主要內容:1) 家長可如何協助小一生適應校園生活

2)家長與孩子如何有良好的溝通

3)了解學生在校的情況

 詳情會稍後於通告公佈

新生適應講座



「精彩人生」
學生獎勵計劃

學校社工李姑娘



目的

 1.鼓勵學生積極投入學校生活

 2.強化學生正面思維及自我實踐

 3.以個人努力為基礎

(多強調用心、努力、品格，不只著重結果)



如何配合?

 每日關懷子女的心情，與孩子定目標，追求自我進步（如自己執書包、每日看圖
書、協助完成家務等）

 了解子女在校內表現

 具體地欣賞孩子，留意孩子所付出的努力

 定期填寫子女值得稱讚的事項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新生家長日

交通安排



行車時間表

學校網頁查閱

班主任或車商通知家長



內地校車收費

嶺英羅湖 港幣$ 800 /月

禮姨車商 落馬洲￥ 900 /月

文錦渡車商 文錦渡￥ 1150 /月

沙頭角車商 沙頭角港幣 $ 1600/月

禮姨及永東車商(一條龍)￥ (400-650 ) /月



跨境線

羅湖線 7:25AM到達交通樓2樓

落馬洲線 7:10AM福田口岸9號門集合

文錦渡線A車 7:10AM到達關口

文錦渡線B車 7:40AM到達關口

沙頭角線 7:35AM 到達關口



跨境線

3/9-7/9首五天家長關口接送時間：

羅湖線，2:00PM

文錦渡線，1:50PM

落馬洲線，2:15PM

沙頭角線，2:15PM



本港校車收費

禮姨$580/月 (碧湖線及清河線)

 嶺英$520/月 (打鼓嶺區)坪輋線

嶺英$550/月 (非打鼓嶺區)

(偏遠地區收費 $650-$900) 軍地線，祥華線



 校車聯絡資訊

坪輋線 ( TY1190，偉叔，電話：92687039)

軍地線 ( SV2062，JOE，電話：94871093)

祥華線 ( SV2062，JOE，電話：94871093)

清河線 (蔡生，電話：94123147)

碧湖線 (發叔，電話：97742602)



校車聯絡資訊(跨境線)

禮姨寫字樓 (電話：83377716，83607978)

(禮姨內地校車：喬姨，電話：15218743578)

嶺英羅湖線 (王志榮老師，電話：26740538 )

禮姨落馬洲線 (珍姨，電話：15220283860)

沙頭角線(鄧姑娘，電話：94112146)

文錦渡線 (鄧姑娘，電話：94112146)



早餐

吃早餐的重要

小食部提供早餐及小吃

早餐收費每天$16

一天前通知退餐，可獲退款



午膳

丹尼食品有限公司提供

訂飯$20/盒，即時購買$20.5/盒

退飯由學校統一處理

獲書津全額津貼同學可申請「在校
免費午膳」津貼



學校應用程式



學校應用程式
✓即時發放學校最新消息

✓減少通告遺失及傳遞上出現遺漏的機會

✓隨時隨地簽交回條

✓方便查閱舊通告及簽署紀錄

✓具 [未閱通告提示]功能

✓推動校園環保



應用程式圖示



應用程式圖示



應用程式圖示



安裝學校應用程式（eclass）

Android手機蘋果手機

學校Wifi: LingYingStu 密碼:12345678

國內手機



更改密碼



收發通告



英文科 reading town 1

Android手機蘋果手機 國內手機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