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澳門嘉諾撒聖心中學
致 小一至小二全體家長 【此乃電子通告，蓋有校印之回條已同步派發給學生，敬請
日期：2018 年 3 月 8 日(四)

貴家長於 3 月 13 日或之前簽署並交回班主任老師】

一. 愛心捐獻行動
捐獻項目
主辦機構

(1)華夏綠洲助學行動 2018
(2)四旬期愛德運動
澳門中華教育會
澳門明愛
幫助內地西北部荒漠化、沙化及貧困地區少 鼓勵學生行善(對別人好，改善自己的陋習)
年兒童，幫助當地學校改善落後狀況，幫助 而積福(使自己平安，有自信及受歡迎)。希望
捐獻目的
西北部營造一片綠洲，為內地貧困少兒送上 學生能恆常地行善，使行善成為習慣，但若
溫暖和鼓舞。
未有行善的時機，也可用捐款代替。
此乃自願參與之活動，學生可以自由捐獻，校方只希望學生用節省下來的零用錢或利是錢
幫助真正有需要的人。有意捐獻者請填妥回條並於 3 月 13 日前交回班主任，校方將於 3 月
捐獻方式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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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齊所有款項後，本
校將把善款直接送交有關單位。

二. 第二段測驗
1. 測驗日期、科目及安排：(測驗期間，上午放假)
日期
接送校門
時間
小一
科目
小二

4 月 9 日(一)
4 月 10 日(二)
4 月 11 日(三)
4 月 12 日(四)
4 月 13 日(五)
上課—連勝馬路 169 號門口(校門於上學前 15 分鐘才開啟)；下課—羅若翰神父街門口
下午 1:46~3:05
數學
常識
中文(一)
中文(二)
英文
數學
中文
中作
英文
常識

*小一: 中文(一) – 讀本、中文(二) – 閱讀理解
2. 測驗範圍：
科目
小一
小一第二段教材：第一至八課
第二段補充生詞(1 至 5)
舊有知識： 第一段(一) 6.彩虹
中文
第一段(二) 1.大雨嘩啦啦
7.爺爺和小樹
Reader： My octopus friend p.1-11
EU:
Unit 5-6
ELM： 1. Prepositions (Directions)
2. Question words
3. can / can’t
英文
4. Subject Pronouns
5. in/on/under
Former Knowledge：
1. ELM p.3 (Verb to have)
2. EU Unit 2 Lesson 2&4 (Colours)
3. EU Unit 4 Lesson 1 (Family members)
一. 認識圖形(二)
二. 20 以內退位減法
三. 分類和整理
四. 100 以內數的認識
數學
舊有知識：
小一上冊 (三) 1-5 的認識和加減法
小一上冊 (七) 認識鐘錶

轉下頁

小二
小二第二段教材：第一至九課
第二段補充資料：成語
舊有知識： 第一段(一) 9.謙虛的電子琴
第一段(二) 18.習慣
20.雷雨
成語
Reader： What a mess p.1-15
EU:
Unit 5-6
1. Forms of the verb (25-36)
ELM：
2. Prepositions (Location)
3. Possessive Adjectives
4.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Former Knowledge：
1. EU Unit 1 Lesson 1&2 (Feelings)
2. EU Unit 3 Lesson 1 (Food)
3. EU Unit 4 Lesson 1 (Clothes)
一. 數據收集整理
二. 表內除法(一)
三. 圖形的運動(一)
四. 表內除法(二)
五. 混合運算
舊有知識：
小二上冊 (二) 100 以內的進位加法和退位減法(二)
小二上冊 (六) 表內乘法(二)

接上頁
測驗範圍：
科目
小一
第 13 課至第 17 課
古今中外人物：花木蘭,屈原
第三冊時事一至三
常識 舊有知識：
第 4 課 我的身體
第 10 課 家居安全
第 12 課 太陽、月亮和星星

小二
第 13 課至第 18 課
古今中外人物：韓信、王羲之
第三冊時事一至三
舊有知識：
第 1 課 身體常清潔
第 9 課 動手做玩具
第 12 課 跟動物做朋友

三. 輔導活動: (自由選項)
活動名稱
活動對象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主辦機構
活動內容
參加辦法
備註:

「玩轉童趣」家長講座
初小家長
2018 年 03 月 17 日(六)
上午 9:00 ~ 10:00
本校高三甲課室
明愛青少年、社區及學校輔導服務
家長了解如何與子女從遊戲中學習。在互動遊戲過程中，可培養子女思考和解難能力，
促進親子關係
請 貴家長填妥所附之回條並於 3 月 13 日交回班主任。
若報名人數超過 45 人，本校將進行抽籤處理。稍後將以 e-class 短訊公佈取錄結果

~本通告完，共兩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