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家長：                                                              C08-095 

英語話劇－阿拉丁神燈 
 

  為進一步推動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校方已安排專業英語劇團 Chunky Onion 於 12 月 3 日(星

期三)下午到校演出 Aladdin and the Magic Lamp，並在此之前後推行英語活動配合，以提昇成效。

是次活動費用全數由學校支付，學生可免費參加，希望家長與子女談論及鼓勵閱讀有關的英文圖書。  
 

家課問卷調查及其他 

  學校希望了解家長對家課的份量及安排等方面的意見，以便老師能作適當調整，請協助填寫附

上的問卷並依時交回。其餘事項分述如下：  
「數學三十」---網上學習簡介會︰「數學三十」是本校學生自願參加的收費網上學習計劃。本校參

與此計劃已踏入第 5 年，同學們一向表現積極，歷年排名皆在全港三甲之列。為使家長更了解此計

劃背景﹑內容及新增功能等，特安排於成功家長學堂「大手牽小手，閱讀同步走」講座前半小時舉

辦一簡介會，方便家長出席，有意參加的家長，於當晚依時出席即可。一、二年級家長勿失良機！

如有疑問可與文寶珊主任聯絡。詳情如下︰ 
 

 日期︰2008 年 11 月 28 日 (星期五) 
    時間︰下午 6 時 30 分至 7 時 (30 分鐘)  
    地點︰培僑小學禮堂 
    講者︰薛先生 

 
親子聖誕帽設計比賽：為提供不同途徑讓學生展現藝術才華，視覺藝術科將於 12 月份舉辦「親子

聖誕帽設計比賽。是次比賽除了讓學生有發揮創意才能的機會，更能促進親子之間的關係。參賽作

品將有機會於聖誕聯歡會(12 月 19 日)，由參賽者戴上在禮堂作真人展示。如有疑問，請向視藝科

召集人盧家敏老師查詢。有意參加者，請填寫回條，連同港幣 10 元正的材料費(包括聖誕帽、膠水、

小裝飾物及戟絨布；以支票或八達通支付)，於 11 月 28 日前交回，支票抬頭為「培僑小學法團校

董會」，八達通扣數日期為：4/12(一年級)、5/12(二年級)、8/12(三、四年級)、9/12(五、六年級)。 
參賽作品須於 12 月 10 日至 16 日期間交回閱讀小天地的「聖誕帽收集處」。 

 
 

喜訊頻傳 

朗誦喜訊 
姓名、班別 比賽項目 獲得成績 負責老師 

4E 黃曉悠 三、四年級女子普通話

詩歌獨誦 
亞軍 鄭曉棠 

一、二年級朗誦隊 一、二年級普通話詩歌

集誦 
優良獎 

(與季軍僅差一分) 
蔡白凝、王珮淇 
許金葉 

 
美術喜訊 

姓名、班別 比賽項目 獲得成績 

1E 梁浩熙  機電工程署—機電安全香港通 2008 繪畫創作比賽 優異獎 

 
(續見背頁) 



田徑喜訊 

姓名、班別 比賽項目 獲得成績 負責老師 

6A 謝淳鏗、6C 劉博彥 
6D 聶浩田、6D 潘冠榮 

張振興書院友校接力賽-男子組 冠軍 

5D 劉冬瑤、6A 許麗珊 
6A 顏曉怡、6E 謝韻婷 

北角官立小學友校接力賽-女子組 季軍 

 
梁錦輝 

 
  

 
 
 
 
      

溫馨提示﹕1.  24 /11 公佈小一「自行分配學位」結果，26-27/11 辦理註冊手續。 
2. 11 月 28 日為教師發展日，學生不用上課，當天晚上 7:00-9:00 為成功父母學堂「大

手牽小手，閱讀同步走」講座，講者為楊奕芳主任及許金葉老師，已報名者請準時

出席。 

3. 12 月 5 日為家教會例會，時間為晚上 7:00-9:00，歡迎家長列席。 
4. 12 月 14 日(星期日)為教學展示日，除六年級外，一至五年級學生於早上須回校上

課，歡迎家長回校觀課；1C 班則於下午公開展示課。詳情稍後公佈。 
5. 12 月 15 日為教學展示日翌日，放假一天，學生不上課，當天因停電關係，學校暫

停辦工，請家長留意。12 月 16 日正常回校上課。 
 

                      

 

 

校    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 連 文 嘗 )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致 培僑小學盧家敏老師：                             C08-095 

回條：視覺藝術科－親子聖誕帽設計比賽 
(請�適當□，不參加者，不須交回) 

 
本人  □同意 我的子女參加親子聖誕帽設計比賽，並同意於以下日期：4/12(一年級)、5/12(二年級)、

8/12(三、四年級)、9/12(五、六年級)以八達通方式扣除$10 材料費。  
□同意 我的子女參加親子聖誕帽設計比賽，並附上支票支付$10 材料費， 
 

銀行名稱：____________，支票號碼：＿＿＿＿＿＿＿＿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  )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八屆全港校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姓名、班別 比賽項目 獲得成績 負責老師 

6C 楊詠詩、6C 陳世瑜 小學校際組-探戈舞 亞軍 
6C 郭芷怡、6B 許曦文 小學校際組-牛仔舞 第四名 
6A 顏曉怡、6A 方潔熒 小學校際組-倫巴舞 第六名 

 
劉雅莉(排舞) 
周詩雅(化妝) 



培僑小學培僑小學培僑小學培僑小學                  班別：_____級______班 
 

學生在家完成課業情況調查學生在家完成課業情況調查學生在家完成課業情況調查學生在家完成課業情況調查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各位家長： 

 為了讓我們更了解學生在家完成課業的情況，請填寫本問卷，以便教師作出檢討，提升教學效

益。請在適當的□內加�（每題 1 個選擇），並於 11 月 25 日(星期二)交回班主任，謝謝。 

I. 一般情況一般情況一般情況一般情況:   

A. 我的子女 

1.  在家 □能自動自覺閱讀   □需提示才會閱讀    □不閱讀 

2. 每天閱讀圖書的時間 □多於 1 小時     □半小時至 1 小時     □少於半小時     □零     

3. 每天網上學習的時間 □多於 1 小時     □半小時至 1 小時     □少於半小時     □零     

4. 平均每天完成功課需時 □多於 2 小時     □1 小時至 2 小時      □少於 1 小時 

5. 能認真地完成家課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不知道 

6. 對完成家課感到 □有興趣       □是應盡的責任      □無可奈何      □厭惡 

7. 能運用不同的學習策略

完成功課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不知道(如:

閱讀課外書、查字典、上網搜索、請教別人等) 

B. 我認為 

8. 現在每天的家課量 □ 太多   □ 稍多   □ 適中   □ 稍少   □ 太少   □ 不知道 

9. 老師能清楚地指出學生

在習作上的錯誤。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10. 老師批改學生的習作

時，經常給予清楚的提

示，幫助學生改正錯

誤。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II. 個別科目個別科目個別科目個別科目：：：： 
請從請從請從請從「「「「說明說明說明說明」」」」一欄中一欄中一欄中一欄中，，，，選擇合適的代號填寫在方格內選擇合適的代號填寫在方格內選擇合適的代號填寫在方格內選擇合適的代號填寫在方格內，，，，又歡迎於又歡迎於又歡迎於又歡迎於「「「「建議建議建議建議」」」」欄提出意見欄提出意見欄提出意見欄提出意見。。。。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說明 

家課的形式及性質     C：具挑戰性  I：有趣 

D：與日常生活有關  N：無意見 

M：引發好奇心     B：沉悶 

平均每天完成家課需時     3：多於 1 小時 

2：半小時至 1 小時 

1：少於半小時 

家課量     5：太多  4：稍多  3：適中 

2：稍少  1：太少 

家課的難易度     5：太難  4：稍難  3：適中 

2：稍易  1：太易   

學生能獨立完成家課  

 

   Y：能夠    N：不能夠    

S：有時能夠 

家課的效益 

 

    Y：能鞏固學習  N：未能 

S：有時 

家裏有自購額外補充練習 

 

    Y：有          N：沒有 

預習的安排     Y: 每個新課題均有安排   

N: 沒有安排  

S: 間中安排 

默書次數     5：太多  4：稍多  3：適中 

2：稍少  1：太少  

學生對該科的學習興趣     5：很有興趣   4：有興趣 

3：一般   

2：沒興趣   1：十分沒興趣 

建議： 

謝謝您的支持！ 

 課程發展主任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吳佳筠) (連文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