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2018 年度 通告 (076)
2017 年 11 月 6 日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各位家長：

課堂學習獎勵及 KC Bank 計劃
學校自 2014-2015 學年推行課堂學習獎勵及 KC Bank 計劃，期望能透過此計劃：


肯定學生的良好學習表現



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建立學生正確的理財觀念



營造積極互賴的學習文化



培養學生良好的儲蓄習慣及有效分配、運



培養學生與人分享的精神

用獎勵券
本年度的安排如下：
第一階段

2017 年 9 月

 訂立小組互動學習(合作學習)常規及指令、角色卡及任務卡的運用、小組討論
用語等訓練

第二階段

2017 年 9 月 22 日起

 小組討論用語及常規實踐
(與同學討論、合作學習、朋輩互動/互評/回饋)

第三階段

2017 年 11 月 13 日起

 派發 KC Café 獎券*

2017 年 12 月 11 日起

 KC Café 開放 (持有 KC Café 獎券，可於小息時參與趣味學習活動或享用健康小

(逢星期一及四小息)

食等)
 配合課堂學習獎勵計劃推行理財教育，鼓勵學生培養良好的儲蓄習慣、學習正
確地分配和運用金錢

* 學生於課堂達到下列標準，可獲發 KC Café 獎券，學生透過語境結合生活，運用英文、普通話換取健康小食，實踐「從做中
學習」的理念。<附件 1>
* 學生亦可以個人、小組形式或以班名義利用 KC 獎券換領不同種類的小息活動券、STEM 活動券(於星期二及四的動息使用)、
旅行運動用品借用券及換取聖誕派對美食等。
* 學生可於每月 1 號靜息進行存款 (如 1 號為學校假期，存款日期將會順延至下一上課天)
* 每月 15 號靜息登記提款金額 (如 15 號為學校假期，提款日期將會順延至下一上課天)。學生可於一星期內收到 KC Café 獎券、
小息活動券或 STEM 活動券
* 所有存款均沒有利息; 學年完結前，學生須用完所有餘款
* 退學生可於離校前獲發課堂學習獎勵計劃結存證書
獎券種類

學習要素

紫色

良好(態度)

藍色

積極(表現)

標

準

學習活動中，學生能達到下列表現：
 專心上課

 積極投入課堂活動

 盡力回答老師的提問

日常課業及默書表現優良
合作學習活動中，學生能達到下列表現：

粉紅色

互相(合作)

 共同合作

 音量適中

 樂意分享

 匯報清晰

 輪流表達

 完成任務

綠色

發揮(創意)

課堂答問具創意或明辨思考

黃色

體現(自學)

於各科自學活動或課業表現優良

敬請家長鼓勵學生努力學習，積極參與。如有查詢，歡迎與班主任聯絡。
統籌老師：唐頴珊主任

校長 _____________ 謹啟

English Version

<附件 1>

Dear students,
K.C. Café is open Monday and Thursday from the 11thof December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recess. You need to bring your student handbook and
your coupons with you to get a prize.
Before you go to K.C. Café:
 choose the snack you want
 make sure you have enough coupons
 practise the language you need to use

Chestnuts @50

Raisins @30

Seaweed @10

K C Helper: Good morning. What would you like?
Student:

I would like a pack of _______________.
How much is it?

K C Helper: It is ___________ dollars.
Student:

(pay by coupons)

K C Helper: Here is your raisins/chestnuts / seaweed and your change.
Student:

Thank you!

K C Helper: Have a good day! / Enjoy! / Please come again!

普通話版

各位同學:
K.C. café 將會在 12 月 11 日正式開業，營業時間是逢星期一和星期四
的第 1 和第 2 個小息。大家只要帶備手冊和獎券就可以購買食物或文具。
在到 K.C. Café 前:
 選擇你心儀的小食
 確定你有足夠的基真獎券
 練習所需用的普通話或英文對話

栗子 lì zi
@50

葡萄乾 pú táo gān
@30

diàn yuán nǐ hǎo qǐng wèn yào shén me
店
員 ：你 好， 請 問 要 甚 麼 ?
xué shēng wǒ yào
duō shǎo qián
學
生： 我 要______________，多 少 錢 ?
diàn yuán
kuài
店
員：______塊。
xué shēng fù jiǎng quàn
學
生：(付 獎 券)
diàn yuán gěi nǐ zhǎo nǐ
kuài
店
員： 給你，找 你_______塊。
xué shēng xiè xiè
學
生： 謝 謝!
diàn yuán huān yíng zài cì guāng lín zài jiàn
學
生： 謝 謝!
diàn yuán huān yíng zài cì guāng lín zài jiàn
店
員： 歡
迎 再次 光 臨/ 再 見。

紫菜 zǐcài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