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學
2018 – 2019年度

第⼀次
家⻑晚會





暑期活動-參觀香港公園



暑期活動-參觀機電工程署教育徑



暑期活動-聯校藝術交流



暑期活動-聯校藝術交流



暑期活動-參觀嘉頓麵包廠



暑期活動-籃球訓練



暑期活動-WEDO機械人設計及
3D打印設計師



暑期活動-
足球，田徑，乒乓球，旱地冰球訓練



暑期活動-⺠航處航空教育徑



暑期活動-科學探索行



暑期活動-參觀騎術學校



01/09(六)
教師發展⽇第⼀次



03/09 開學禮
全體師生進行關愛承諾宣誓



07/09 柔道表演



07/09 中國武術表演



07/09 花式跳繩表演



10/09 敬師日活動



10/09 敬師日活動



10/09 敬師日活動



10/09 敬師日大合照



10/09 生活教育課會(教會主題分享)



15/09(六)-16/09(日)
西貢區學前教育及小學教育博覽

地點:東港城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早操情況



早上電子閱讀情況



謝飯祈禱



19/09(三)課後功課輔導班開始



19/09(三)起課後功課輔導班開始



20/09(四) 一年級中秋節聯課活動



21/09(五)起 逢星期五
藝術匯演培訓情況



21/09(五)起 逢星期五
藝術匯演培訓情況



22/09 (六)
翱翔足球挑戰日



23/09(日)英語體育同樂日

籃球課程



23/09(日)英語體育同樂日

阿仙奴足球課程



23/09(日)英語體育同樂日

劍橋英語課程



24/09(⼀) 生命教育
山竹過後



24/09(⼀) 生活教育課
九月 生日之星



24/09(⼀) 生活教育課
十月 生日之星



25/09(二) 慈善PB跑
樂心繽FUN RUN 2018



田徑校隊訓練



籃球興趣班及籃球校隊班



活動預告
九月下旬

至
十二月中旬



九月下旬
開展

卓越學生獎勵計劃
及

自主學習小冊子紀錄

活動預告



活動預告

01/10(一) 十一祈禱日
本校銀樂步操隊表演



02-05/10
進展性評估(一)

努力溫習!!
P.1-6 英文數學評估將於稍後舉行，
請家長留意早前派發之通告及手冊。

活動預告



3/10(三)起 單車訓練班



08/10(一)起 STEM小先鋒
（mBot 編程機械人）



10/10(三) 起 各科教師專業分享會



12/10(五) 小一家長座談會



15/10(一) 風紀宣誓就職典禮
主禮嘉賓: 周淑玲警長



15/10(一) 風紀宣誓就職典禮



10月中旬開始 全校關愛活動
關愛大使



六年級升中面試訓練 (英文及普通話)



25/10(四) 校運會



活動預告

25/10(四)
校運會及親子接力賽
暫停功課輔導班一天



活動預告

26/10(五)
校運會翌日假期



01/11-06/11
上學期

P.1-5期中試 及
P.6呈分試



15/11(四)
學校開放日

1.二年級英文教學示範公開課
2.體驗課(安排幼稚園學生出席)
3.當天本校學生不用回校上課

活動預告



15/11(四)
學校開放日

暫停功課輔導班一天

活動預告



23/11(五)
第十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暨家長晚會(二)



24/11(六) 服務生領袖訓練日



24/11(六)服務生領袖訓練日



27/11(一)
派發上學期

P.1-5期中試及
P.6呈分試 成績表

活動預告



07/12(五) 學校旅行



07/12(五) 學校旅行



15/12(六) 家教會聖誕節聚餐



17/12(一) 聖誕節崇拜



21/12(五) 聖誕聯歡會(各班聯歡)



21/12(五) 聖誕聯歡會(禮堂聯歡)



家長學堂 留意稍後通告



校長 誠邀各位家長參與
「省德家長學堂」活動

留意日後派發之通告

活動



鼓勵各家長 瀏覽本校網頁
觀賞 校園生活短片



下次與各家長見面
第二次家長晚會
一年級至六年級

23/11(五)

活動預告



下次面談內容
1) 進評及期中試評估內容
2) 進評及期中試學生表現
3) 建議學習方法



下次見面
與中文、英文及
數學科老師會面



14/12(五)
六年級家長座談會

(自行選校)

活動預告



班主任面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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