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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2022 - 2023年度第13號通告 

各位家長： 

  請細閱下列事項並作緊密配合，多謝合作。                                                                                                    

項目 名  稱 要        點 

1.  有關「10月假

期安排」事宜 

10 月 1 日國慶日及 10 月 4 日重陽節為公眾假期，學生不用回校上課。 

2.  有關「星期三

下午多元智能

課的安排」 

事宜 

為了啟發學生的多元智能，培養學生綜合應用所學的知識，校方安排

星期三下午進行「多元智能課」。 
 

於上學期安排三次單元課程/活動給各級學生學習，包括 STEAM 小

MAKER、音樂學習、虛擬參觀、網上講座及網上互動劇場，以豐富

學生的學習經歷，開拓其學習視野，內容配合學生的能力及興趣。有

關各級的「多元智能課」安排，校方每月透諣通告或 HKTE SMART 

SCHOOL APP 系統發放通知家長。若有任何疑問，歡迎向陳兆文主任

查詢。 

3.  有關「『愛連

繫』明信片設

計比賽」事宜 

勞工及福利局贊助「『愛連繫』明信片設計比賽」旨在鼓勵參加者發

揮創意，透過設計明信片，向大眾宣揚精神健康的信息。參賽作品將

有機會於全港性的精神健康公眾教育活動中分享，以及於「精神健康

月」相關的宣傳媒體上轉載。 

比賽内容如下: 

設計明信片以帶出個人面對生活挑戰的經驗、保持正面思維的心得，

以及鼓勵增加人與人之間的連繫來傳遞正能量的信息 

參加者須於 2022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前，透過以下其中

一種方式遞交參賽表格及作品： 

1. 網上表格：輸人連結：https://bit.ly/3ybo4Y8 

2. 電郵：mhm2022.district@gmail.com 

請於電郵主旨註明：「愛連繫明信片設計比賽（小學組中學組/公開

組）（參加者中文姓名/團體名稱）」請於電郵夾附參賽表格及作品圖

檔。 

作品規格： 

1. 參加者可使用任何平面繪畫的媒介，如電腦繪畫、插畫、速寫、

油畫、水彩粉彩及素描等創作。 

2. 參賽作品必須按指定尺寸(105mm x 150mm)繪畫，並以 JPEG 格式

提交。 

3. 每份作品檔案大小須在 8MB 至 1OMB 以內，解像度須為 600dpi 

或以上。 

4. 每份作品的 JPEG 圖檔須以「愛運繫_（小學組/中學組/公關組）

（參賽者中文姓名）」格式命名。 

如主辦單位未能識別作品所屬參加者的身分，將取消有關作品的參賽

資格。 

  

https://bit.ly/3ybo4Y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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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每日一

篇」閱讀獎勵

計劃事宜 

- 為了鼓勵同學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本校參加了「每日一篇」

 網上閱讀活動。 

- 活動日期為 2022年 10月 3日至 2023年 6 月 15日，中文科老師

將在九月下旬向同學派發用戶編號及密碼。校方於上、下學期各

作一次統計。如果學生能於每個月內天天完成測試，則可獲取

「C1」2個積點，以茲鼓勵，希望學生積極參與。 

 「每日一篇」開闢了資訊網頁：http://www.hk-123.com/，學生沒法

登入網站，請登陸以上網站公告板留意最新消息。 

- 學生可於 2022年 9 月 26至 10月 2日期間登入網站進行試讀。在

測試期，同學所獲成績，於網站正式開始時刪去。如遇上任何問

題，可向中文科老師查詢。 

5.  有關「中文科

聆聽練習」 

事宜 

為了培養同學自主學習的良好態度，中文科組將安排小四至小六課本

部分單元的聆聽錄音檔案和練習答案上載至校網及 GOOGLE 

DRIVE，方便同學於課餘時間完成和自行核對答案。有關的聆聽單元

詳列如下： 

年級 單元 

小四至小六 3、4、7、8、11、12、15、16 

請家長鼓勵子女善用聆聽材料作自學用途，在家完成練習。 

6.  有關「A 

Passage A 

Week」閱讀獎

勵計劃事宜 

為了鼓勵同學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本校繼續參加「A Passage A Week」

網上閱讀活動。 

活動日期為 2022年 10月 1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英文科老師將在

九月下旬向同學派發用戶登入名稱及密碼，有關「A Passage A 

Week」的登入方法，可參考附件。校方將於上、下學期各作一次統

計，以了解學生的自學情況。如學生能於每個月完成網上閱讀 1-3

篇，可在校本獎勵冊上獲取「C1」項目星星印章 1個。如學生能於每

個月完成 4 篇或以上，則可獲取「C1」項目星星印章 2個。如學生於

每個學期完成 16 篇或以上，可獲取証書乙張，以茲鼓勵，希望學生

積極參與。如遇上任何問題，可向英文科老師查詢。 

7.  有關「現代小

學數學(第二版)

學生網」事宜 

現代小學數學(第二版)學生網「每日十題」網上自學活動 

於 10 月 3 日開始，此活動鼓勵學生養成每日練習計算的習慣，詳見附

件二數學網活動指引。學生用戶編號及密碼稍後由科任老師派發。 

8.  有關「學生的

書包重量」 

事宜 

為減輕學生書包的重量，請同學養成每天收拾書包的習慣，需每天使用

而又不需拿回家溫習的物品，可放在自備的環保袋內再放在學生座位

的抽屜內，以便工友清潔。同學可按照課堂需要，帶所需的課本回校。 

http://www.hk-12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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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關「健康上
網支援網絡」
事宜 

- 在 2022/23 學年，教育局委託香港遊樂場協會提供健康上網支援
服務，以推廣網絡安全的訊息。 

- 查詢項目包括：了解上網文化、協商使用時間、認識安全上網、
健康上網資源、應對網絡危機等。 

-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六(公眾假期除外)   
          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9 時 30 分 

- 家長可透過熱線電話（號碼：3698 3605）或 WhatsApp / WeChat
（號碼：6617 6613）獲取諮詢及輔導服務。 

- 如家長願意香港遊樂場協會的工作人員 / 社工與你聯絡，提供進
一步的查詢服務，可使用電子個案轉介表聯絡機構。 
電子個案轉介表： 網址：https://forms.office.com/r/V9kWn3urUA 
 
 

 
 

10.  有關「在職家
庭津貼計劃」
事宜 
 

職津是一項為低收入在職住戶（包括一人住戶）而設的津貼，目的是
透過多勞多得的原則，鼓勵自力更生及紓緩跨代貧窮。申請住戶達到
工時要求，而住戶的入息及資產符合有關限額，可以申領計劃下的基
本津貼、中額津貼或高額津貼。每名合資格兒童還可以申領兒童津
貼。 
申請文件可於以下地點索取： 
-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在職家庭津貼辦事處 
-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轄下的學生資助處 
- 勞工處各就業中心及各行業性招聘中心 
- 社會福利署各分區福利辦事處 
- 社會保障辦事處及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 民政事務總署各區民政諮詢中心 

煩請家長保留此通告，以作日後參考之用。 

 

 

校長︰ 勞佩珊 

              
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 

 

回  條 (2022 - 2023 年度第 13 號通告)       班號：         
 

本人已知悉第13號通告中共10項內容及所有附件內容。 
 

此 覆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校長     

                                                    年級     班學生              

                                     

               家長簽署：                           

二零二二年九月     日 

http://www.labour.gov.hk/tc/tele/es3.htm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aboutus/page_districtof/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aboutus/page_fieldunits/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geoinfomap/page_familymap/sub_ifscmap/
http://www.had.gov.hk/tc/public_services/public_enquiry_services/cte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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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6                                                                  附件一 

 

A Passage A Week 登入方法 

 

1. 登入以下網站: http://pearsondigital.ilongman.com/ 

 

    

 

 

 

 

 

 

 

 

 

 

2. 根據老師派發的 A Passage A Week 登入資料輸入登入名稱(Login ID)和密碼(Password)。 

 

3. 選取 Primary Longman Elect  

 
 

4. 選取 A Passage A Week 

 

 

 

 

 

 

 

 

 

 

 

http://pearsondigital.ilongm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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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7                                                             附件二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現代小學數學(第二版)學生網」[每日十題] 網上自學活動 

 

一. 目的： 

1. 給予學生自學數學的多媒體途徑。 

2. 鼓勵學生養成每日計算的習慣。 

3. 鞏固學生的已有知識。 

 

二. 活動時間：  

由 2022 年 10 月 3 日開始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止 

 

三. 登入程序：  

1. 進入 https://www.mers.hk/login/gateway/pmath_st.php  

2. 輸入登入名稱和登入密碼，再按「登入」。 

3. 選擇「練習區」 

4. 進入「每日十題」 

 

四. 活動內容： 

1. 學生每天可到 [練習區] 內的 [每日十題]測試自己的能力，同時，設有補做。 

2. 另外，學生可自行選擇到[自學區]、[增值區]和[遊戲區]等等進行自學活動。 

 

 

五.獎勵： 

1. 能登上每月龍虎榜的學生，在獎勵手冊中獲得三個積點，得獎名單會張貼於每一個

課室內。 

2. 在 10 月至翌年 1 月或翌年 2 月至 5 月內，能登上該級龍虎榜 3 次或以上的學生會獲

校長以獎狀嘉許。 

3. 全學年(截至 5 月 31 日止)全級累積答對率最高的十名學生獲表現優異獎狀一張，以

示鼓勵。 

 

 

六.注意事項： 

1. 小心保管自己的用戶編號及密碼 。 

2. 請不要自行更改英文名字，以便學校給予獎勵。 

3. 如家中電腦不能連線上網，學生可以在學校的中央圖書館內的電腦進入此網頁自

學。 

 

 

 

 

 

 

https://www.mers.hk/login/gateway/pmath_st.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