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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校家書蔡校家書蔡校家書蔡校家書（（（（廿七廿七廿七廿七）））） 
 

各位家長： 

 

    春回大地，萬物欣欣向榮，蔡校校園栽培的幼苗也在茁壯成長。 

 

小一收生小一收生小一收生小一收生  穩守兩班穩守兩班穩守兩班穩守兩班 
 

雖然大埔區適齡入讀小一的學童持續減少，但是在法團校董會的督導、全體教職員

的努力及家長／校友的支持下，本校於下年度（2010/11）已確定開辦兩班小一。這標誌

着本校小一收生保持穩定，不再受「縮班殺校」的威脅。你們大可安心讓孩子在本校度

過豐盛的童年。 

 

上課時間表修訂建議上課時間表修訂建議上課時間表修訂建議上課時間表修訂建議 
 

為更有效協助學生在校內完成部份功課，本校計劃在 2010/11 年度起，在上課日放

學前設一節導修堂，詳見附表，如有查詢或意見，請與黃貴珍副校長聯絡（2656 6116）。 

 

設宴款待設宴款待設宴款待設宴款待  傑出學生傑出學生傑出學生傑出學生 
 

培育學生「學業體藝‧並駕齊驅」是本校辦學特色，為此，校方已分別於 10/3/2010

（星期三）、17/3/2010（星期三）及 18/3/2010（星期四）午膳時段，設「自助沙律及水

果宴」款待「上學期期考中、英、數成績最優異的同學」、「上學期各級總成績進步幅度

最高的五位同學」及「各類校隊同學」，以作鼓勵及嘉許。 

 

如果你們的孩子曾被校方款待，請你們在家中作出相應的嘉許。 

 

對外比賽對外比賽對外比賽對外比賽  屢獲殊榮屢獲殊榮屢獲殊榮屢獲殊榮 
 

� 本校舞蹈隊於第四十六屆校際舞蹈節奪得以下獎項： 

初級舞蹈隊 兒童舞 甲級獎 

高級舞蹈隊 東方舞 優等獎（冠軍） 

 

� 幼童軍於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優異旅團比賽中連續四年獲選為優異旅團。 

 

� 小童軍於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大埔南區小童軍遊戲比賽（區總監盃）獲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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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佳績校友佳績校友佳績校友佳績  令人鼓舞令人鼓舞令人鼓舞令人鼓舞 
 

    本校近月分別收到校友就讀中學的來函，表示校友在中學階段的傑出成就，所獲佳

績見附件。 

 

    蔡校在 2009/10 年度已踏入第十八個寒暑，讓家長與我們同心攜手、群策群力地辦

好本校，以迎接創校廿週年的來臨。順祝 

 

家庭幸福、生活愉快！ 

 

 

 

校長：                   謹啟 

（李富成） 

 

二零一零年三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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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上課時間表修訂建議上課時間表修訂建議上課時間表修訂建議上課時間表修訂建議 
 
(1) 目的：讓學生逢星期一至五放學前在班主任的督導下做功課，期望： 

學生成績表現 好成績 中成績 弱成績 

成    果 完成功課 70% - 90% 完成功課 50% - 70% 完成功課 30% - 50% 

 

(2) 實施日期：2010/11年度 

 

(3) 修訂建議： 
星期一至四星期一至四星期一至四星期一至四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星期五時間星期五時間星期五時間星期五時間    

（15’）               

7：55 – 8：10 早 會 (5’) 早 操 (5’) 上課室 (5’) 班務處理(10’) 
（10’）               

7：55 – 8：05 

（25’）              

8：10 – 8：35 早  讀 (15’)   班務處理 (10’) 28 
L1（40’）              

8：05 – 8：45 

L1（40’）      

8：35 – 9：15 1 8 15 21 29 
L2（40’）      

8：45 – 9：25 

  (10’)             

9：15 – 9：25 小息 (10’) 
  (10’)                

9：25 – 9：35 

L2（40’）        

9：25 – 10：05 2 9 16 22 30 
L3（40’）     

9：35 – 10：15 

L3（40’）     

10：05 –10：45 3 10 17 23 31 
L4（40’）     

10：15 –10：55 

（15’）             

10：45 – 11：00 小  息 (15’) 
（15’）             

10：55 – 11：10 

L4（40’）     

11：00 – 11：40 4 11 18 24 32 
L5（40’）       

11：10 – 11：50 

L5（5）（40’）     

11：40 – 12：20 5 12 19 25 33 
L6（40’）           

11：50 –12：30 

（55’）              

12：20 – 1：15 午  膳 (40’) ／小  息 (15’) 午  膳 (40’) 
（40’）             

12：30 –1：10 

L6（40’）          

1：15 – 1：55 6 13 20 26 34 
L7（40’）             

1：10 –1：50 

L7（40’）           

1：55 – 2：35 7 14 
周會／ 

成長課 
27 導修堂(20’) 

（20’）         

1：50 –2：10 

（30’）                

2：35 - 3：05 導修堂(30’) 課外活動 
（55’）         

2：10 –3：05 
  

3：05 – 4：00 班本主科小組輔導／託管 

4：00 – 5：30 功課輔導班／託管 

5：30 – 6：00 託管 
 

(4) 導修課：由班主任督導學生做功課 

 

(5) 上課時間：上午七時五十五分 

 

(6) 下課時間：下午三時零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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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校友傑出表現一覽校友傑出表現一覽校友傑出表現一覽校友傑出表現一覽 
（1/4/2009至 18/3/2010） 

請家長鼓勵孩子向師兄師姐學習 
 

資料來自各校友所屬中學的來函 

校友姓名 畢業年度 就讀中學 現讀年級 佳績 

薛凱琳 2001/02 迦密柏雨中學（大埔英中） 大一 升讀香港浸會大學 

陳欣俊 2003/04 迦密柏雨中學（大埔英中） 中六 中學會考八良 

張天駿 2001/02 恩主教書院（大埔英中） 大一 升讀香港中文大學 

周苑詩 2001/02 恩主教書院（大埔英中） 大一 升讀香港中文大學 

曹倩霞 2006/07 恩主教書院（大埔英中） 中三 2008/09年度全級第二名 

陳啟誠 2001/02 王肇枝中學（大埔英中） 大一 升讀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 

葉俊豪 2001/02 王肇枝中學（大埔英中） 大一 升讀香港科技大學工學院 

張紫欣 2001/02 王肇枝中學（大埔英中） 大一 升讀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 

楊文珊 2001/02 王肇枝中學（大埔英中） 大一 升讀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 

葉俊傑 2003/04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大埔英中） 中六 中學會考五優一良 

趙汝亮 2007/08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大埔英中） 中二 全級第十五名 

王雅因 2001/02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大埔中中） 大一 升讀中大護理 

應凱琳 2001/02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大埔中中） 大一 升讀理大工程 

陳瑋竣 2006/07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大埔中中） 中三 
2008/09年度獲數學科第二名、 

電腦科第三名 

伍曜朗 2007/08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大埔中中） 中二 2008/09年度全級第二名 

林詩蓓 2007/08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大埔中中） 中二 2008/09年度全級第三名 

陳婧妮 2001/02 孫方中書院（大埔中中） 大一 升讀香港浸會大學 

馮鈞灝 2002/03 孫方中書院（大埔中中） 中七 
2008/09年度獲經濟科全級第一名、 

地理科全級第三名 

何寶儀 2003/04 孫方中書院（大埔中中） 中六 

中學會考二優 

2009/10年度上學期獲歷史科 

全級第二名、中國歷史科全級第二名 

黃曼蕾 2003/04 孫方中書院（大埔中中） 中六 
2008/09年度獲 

電腦資訊科全級第三名 

郭蕙霖 2004/05 孫方中書院（大埔中中） 中五 2008/09年度獲體育科全級第一名 

朱瑋霖 2005/06 孫方中書院（大埔中中） 中四 2008/09年度獲體育科全級第三名 

鄭昇溥 2005/06 孫方中書院（大埔中中） 中四 2008/09年度獲數學科全級第二名 

黎榮智 2006/07 孫方中書院（大埔中中） 中三 2008/09年度獲體育科全級第三名 

劉芷盈 2006/07 孫方中書院（大埔中中） 中三 
2008/09年度獲 

視覺藝術科全級第一名 

吳湛培 2008/09 孫方中書院（大埔中中） 中一 
2009/10年度上學期獲 

體育科全級第二名 

劉貴榮 2008/09 孫方中書院（大埔中中） 中一 
2009/10年度上學期獲 

電腦科全級第三名 

湯綺婷 2006/07 新界鄉議局大埔區中學（大埔中中） 中三 2009/10年度上學期全級第二名 

黃諾賢 2003/04 德信中學（馬鞍山英中） 中六 
2007/08及 2008/09年度 

均獲 PTA獎學金 

孫文傑 2006/07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沙田英中） 中三 2009/10年度上學期全班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