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 澳門嘉諾撒聖心中學 

致 小六全體家長 【此乃電子通告，蓋有校印之回條已同步派發給學生，敬請  貴家長於 1月 10日或之前簽署並交回班主任老師】 

日期：2017年 1月 5日(四) 

 
 
一. 發放書簿津貼 

機構名稱 教育暨青年局 

項    目 書簿津貼 

對    象 按教青局第一批次(2016年 11月 30日)書簿津貼學生名單 

金    額 澳門幣 2,600元 

退款日期及方式 2017年 1月 4日以自動轉賬形式發放到  台端已授權本校之大豐銀行賬戶內，敬請查收。 

 

二. 第二段考試 

1. 考試日期、科目及安排：(考試期間，上午放假) 

考試日期 1月 16日(一) 1月 17日(二) 1月 18日(三) 1月 19日(四) 1月 20日(五) 

接送校門 上課—連勝馬路 169號門口(校門於集隊前 15分鐘才開啟)；放學—羅若翰神父街門口 

時間 下午 2:00~4:55 下午 2:00~3:30 

小六 科目 英文~英作 中文~中作 常識 數學 電腦 
 

   2. 考試範圍： 

科目 中文 數學 常識 

 

第二段 第 12至 21課 

第二段補充：成語、三字經 

舊有知識： 

五(下) 第 12課 沒有人喝采的工作 

六(上) 第 2課 草蟲的村落 

 第 8課 我的舞台 

 成語  
 

五. 圓 

六. 百分數 

七. 扇形統計圖 

八. 數學廣角：數與形 

舊有知識： 

小五下冊(五)分數加減 

小六上冊(一)分數乘法 

第 7至 13課 

歷史人物：哥倫布 

時事(一)至(三) 

舊有知識： 

五下 (8)胎生動物 

六上 (2)不要喝酒 

 

科目 英文 電腦 

 

Reader： 

1.Healthy eating (p.1-25) 

2. EU: Unit 3-4  

ELM： 

1.Verb Table (21-40) 

2. Prep. (21-40) 

3. Present Perfect Tense & Mixed Tenses 

4. for/since 

5. Comparison of adjectives 

Former Knowledge： 

1. Quantifier (P5 3
rd

 Term SLM) 

2. Directions (EU6 U.1 Lesson 1) 

3. Modal verbs(P6 1
st
 Term ELM) 

1. Scratch (舞台篇、角色篇) 

2. 倉頡奇兵 (三)(四) 

-連體字及分體字 

-精簡原則、先繁後簡原則 

-字形特徵原則、包含省略原則 

3. Excel: 資料魔術手、速算大比拼 

4. 網上身份與私隱 

5. 舊有知識：倉頡輔助字形表 

 

三. 澳門衛生局到校為學生接種預防疫苗 

  I) 澳門衛生局將於 2017年 1月 25日到校為小六學生接種預防疫苗，因須於接種疫苗前遞交學生個

人健康資料到衛生中心核對注射紀錄，故 貴家長需於 2017年 1月 11日呈交學生之： 

1） 疫苗接種手冊(針簿)全冊正本（包括澳門、中國、香港及其他地區發出之疫苗接種記錄），

校方會作掃描複印，複印後會即日將針簿正本派回給學生。 

 

2） 衛生醫療咭副本（俗稱金咭）及身份證正面和背面之副本 

身份證副本及金咭副本樣式需按證件形式影印。 

 
轉下頁 

 

 

 

 



接上頁 

 

   II) 2017年 1月 25日接種疫苗時學生須向衛生中心工作人員出示個人接種手冊(針簿) 正本，有關人

員會即場記錄後交回學生，接種當天無出示針簿正本者須自行到衛生中心接種有關疫苗。 

疫苗名稱 

破傷風、減量白喉混合疫苗 

(個別學生會因應年齡或個人疫苗記錄而需要接種滅活脊髓灰質炎疫苗、麻

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 

子宮頸癌疫苗第一劑(詳情可參閱連通告派發的宣傳單張) 

此疫苗需於 6個月內接種 3劑，此次為第一劑 

接種時間/班別 
小六甲 小六乙 小六丙 

9:00 09:30 10:00 

 

III)注意事項： 

A. 接種前--學生如有下列情況，不宜接種： 

1. 發高燒者。 

2. 患有需要特殊治療的疾病。 

3. 患有嚴重急性症狀及免疫力不全或受損者(如免疫缺乏症、白血病、淋巴瘤及血液惡病質者)。 

4. 接種疫苗，曾有過敏反應者。 

5. 接種前三個月內有使用免疫抑制劑、或正規使用類固醇者。 

6. 接種前三個月內有注射免疫球蛋白者。 

7. 經醫生診斷不適於預防疫苗接種者。 

B. 接種後— 

1. 接種疫苗後，請多喝水、多休息；如有發燒，一般只要給退熱藥即可，但有特殊反應時，請盡早

診治處理。 

2. 注射部位如有紅腫、硬塊出現，初期應以冰敷，24小時後改熱敷。 

    *如有查詢，可聯絡校護 

 

四.  新春團拜 

日期：2017年 2月 6日(星期一) 

具體安排： 時間 活動 注意事項 

 8:20~12:15 上午照常上第一至四節課 依時間表(Day3)帶齊需用課本及文具上課 

 13:45~16:50 新春團拜 當天沒有督課，下午不用帶書包 

 17:00~17:40 清洗太平地 / 

 

五. 高小運動會安排 

舉行日期：2017年 2月 18日(星期六) 

舉行地點：本校 

活動時間：下午 1:20~5:20，上午放假 

備    註：學生必須穿著本校指定便服 

 

六. 派發 2016~2017年度第二段成績表 

日    期：2017年 2月 24日(星期五) 

時    間：下午 4:05~4:20 (出入通道：羅若翰神父街門口) 

有關安排：家長可於上述時間內到課室向班主任領取第二段成績表或由學生自行帶回家。 

轉下頁 



接上頁 

 

七. 小學使用改錯文具的相關指引 

為提升小學生使用原子筆書寫的信心，減輕壓力，學生現可自由選擇任何修改錯誤之文具(如:塗改帶/液、

沙擦等)。 

 

八. 小六級輔導活動 

活動名稱 香港挪亞方舟為生命鼓掌教育營 

活動日期 2017年 7月 5日(星期三)至 7日(星期五)，共三日兩夜 

活動地點 香港馬灣公園挪亞方舟（地址：香港馬灣珀欣路 33號） 

活動對象 已獲甄選之小六級學生，共 13人 

帶隊人員 本校學生輔導員——趙楚嵐及何妍穎社工 

活動目的 
透過不同的體驗式學習活動，讓學生重新認識及了解自己，學會對自己的生命負責；學習欣賞

及尊重，建立互愛的關係，並發掘生命中的美好，感受生命的力量。 

活動費用 

全免，費用由「澳門日報讀者基金會」全數資助。 

每位參加同學需付押金澳門幣 2,400元（此收費為押金，如期出席活動者，將於活動結束後全

數退予參加者） 

押金 

付款辦法 

凡參加之學生現階段無需繳付現金，所需之押金費用將於 2017年 1月 24日以銀行自動轉賬形

式從台端已授權本校之大豐銀行賬戶扣取。 

備註 一經確認參加此活動，不得任意放棄名額，如學生臨時退出者，押金一概不退回。 

 

  ~本通告完，共三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