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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家長：  C08-142 

家校合作：提昇學生品德情操 
 

 大地春回，正是求學的最佳時節；而求學不應單是求分數，還應在個人品德情操及學習態度上

有所提昇。半個學期過去了，老師們正忙於整理學生的考試成績並結合學生在行為、學習態度、人

際關係等方面撰寫評語。本校的評語與一般的「四字真言」有所不同，是老師們根據與學生平日的

接觸及觀察總結而成，希望藉此讓家長能配合跟進，使優者更優，劣者能得以改善。老師們都盡可

能以積極正面的角度，指出學生的問題並給予意見，但是，學校的政策是客觀地反映學生的情況，

因此，本人要求教師若學生犯有以下三種嚴重的偏差行為，必須在成績表的評語中按其嚴重程度給

予適當反映： 
 

1. 在測驗考試中作弊或意圖作弊，包括協助他人作不誠實的行為； 
2. 嚴重不負責任，例如經常欠交家課、回條、餐單、圖書罰款及經常遲到等； 
3. 不尊重他人或他人財物：故意傷害別人導致他人身體受傷、破壞公物或盜竊等。 
 

我們明白，成績表及評語對學生有重要影響，但若學生犯有上述行為，我們絕對不會隱瞞，以免誤

導其他教育工作者；因此，懇請家長與學生討論上述三點，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並藉此提昇學生

的品德情操，端正學習態度。 
 

成績表及個別面談：一至五年級成績表將於 2 月 20 日派發，簽署後請妥為保存，以便日後使用。

（申請重發須交行政費每份$100）家長面談安排於 2 月 21 日(星期六)進行。我們一向重視彼此溝

通及交流分享、互相提升，務使學生成為最大的得益者。這次面談正是家長與教師個別並直接溝通

的好機會，藉此促進學生學習及全面成長，而教師亦可反思自己的教學成效。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

面談，期望所有家長都能來校一聚。為方便安排，請填妥有關回條於 2 月 10 日前交回。我們將盡

量安排雙方都適合的時間，並會再次通知您確實的安排。 
 

提防流感：香港又進入流感高峰期，為避免流感在校園內蔓延，請家長切實為子女量度體溫，有發

燒、咳嗽等流感徵狀者不要回校上課。去年三名離奇病死的學童中，其中一人正是由於未徹底康復

再受另一病毒感染引致病情非常嚴重，終至不治。因此，患病者回校不但會散播病菌，更會嚴重危

害自己的健康。 
 

減輕書包重量：這一向是大眾關心的問題，但解決辦法須多方合作才能有效，老師會盡量利用課室

的儲物櫃存放學生的備用物品並清晰指引學生甚麼東西要帶，甚麼東西不要帶；學生本身應按時間

表執拾書包、不帶與學習無關的東西回校；低年級家長應引導子女每天執拾書包的好習慣，逐步提

昇自理能力。校內已設置飲水機，學生只需帶空或半空樽在校內取水即可。 
 

常識探究週：為培養學生掌握基本的科學探究技巧及發展自學和解難能力，本校於 2 月 2 日至 2
月 13 日舉行「科學探究週」，學生會於常識課堂內在老師的引導下自行或與同儕從實驗中學習科

學探究的過程和技巧，包括觀察、提問、假設、搜集證據及作結論等。希望家長與學生談論此事並

鼓勵學生閱讀有關資料。如有疑問可與鄭貫虹主任或各常識科老師聯絡。 

 

（續見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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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書展：為了培養學生持續閱讀的興趣，本校將舉辦春季書展，歡迎家長到校與學生一起選購

心愛的書籍，詳情如下: 
 

日期：2009 年 2 月 13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半(當天學生照常上課) 
地點：本校地下有蓋操場 
書商：小樹苗出版社及 Collins 
內容：- 展出各類受歡迎的中英文課外書籍 
 - 作家齊東尼先生簽名會    

 
隨通告附上部份中英書籍的簡介，讓大家先睹為快。如欲購買書單上的書籍，請將金額放入信封

內，並於信封面寫上學生姓名、班別及書籍的名稱，讓學生於書展當日帶回校，交給在場的書展

職員便可。是日安排如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前往書展的級別前往書展的級別前往書展的級別前往書展的級別    

9:30-10:10 P.4 

10:20-11:00 P.6 
11:00-11:40 P.5 
11:45-12:20 P.3 

1:25-2:05 
P.1-P.2 

(方便看飯的家長可以留下協助子女買書) 

第七、八節 
P.1- 6 

如常有週會(高年級)及成長課 

13/2  
(星期五)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9:30-4:15 * * * * 全日歡迎家長蒞臨參觀全日歡迎家長蒞臨參觀全日歡迎家長蒞臨參觀全日歡迎家長蒞臨參觀 * * * *    

 
喜訊頻傳 

 
 本校 6C 班劉博彥同學於 2008 年 11 月自行報考「港澳地區中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他在口

試的朗讀及說話部份考獲「優良」等級，而聆聽及拼寫和詞句規範部份均考獲「卓越」等級，總

成績為最高級別的 A 等(詳情可瀏覽 GAPSK 網站 http://www.GAPSL.org)，可喜可賀！學校鼓勵

學生接受挑戰，追求卓越，如學生在校外自行參與各項考核或比賽，有優良表現者，歡迎家長提

供有關資料，本人會予以適當表揚。其餘喜訊表列如下:  
 

第四十五屆學校舞蹈節:體育舞蹈比賽 
姓名、班別 項目 獎項 負責老師 

6C 楊詠詩、6C 陳世瑜 甲級獎 
6C 郭芷怡、6B 許曦文 
6A 方潔熒、6A 顏曉怡 
6C 林穎敏、6D 方卓琳 

 
 

查查查  
乙級獎 

6C 郭芷怡、6B 許曦文 甲級獎 
6A 方潔熒、6A 顏曉怡 
6C 林穎敏、6D 方卓琳 
6A 丁子朗、5E 鄧穎琳 

 
牛仔舞 乙級獎 

6C 楊詠詩、6C 陳世瑜 
6A 丁子朗、5E 鄧穎琳 

華爾茲 乙級獎 

 
 
 

劉雅莉老師 
及 

周詩雅書記（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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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至 2009 年度校際田徑錦標賽 

姓名、班別 項目 獎項 負責老師 

6D 聶浩田 男子甲組 60 米 冠軍(代表港島東參

加全港學界田徑賽) 
6C 王俊康 男子甲組擲壘球 冠軍(代表港島東參

加全港學校田徑賽) 
6A 許浩川 男子甲組推鉛球 冠軍(代表港島東參

加全港學校田徑賽) 
6E 羅璟禧 男子甲組跳高 亞軍(代表港島東參

加全港學校田徑賽) 
6A 謝淳鏗、6B 許繼聰 
6C 劉博彥、6D 潘冠榮 
6D 聶浩田 

男子甲組 4X100 米 季軍 

6C 劉博彥 男子甲組 200 米 殿軍 
4C 鄺柏聰 男子丙組 100 米 亞軍(代表港島東參

加全港學校田徑賽) 
4C 鄧樂怡 女子丙組 100 米 殿軍 

 
 
 
 
 
 

梁錦輝老師及

各體育老師 

男子甲組全場總冠軍 
2008-2009 年度校際田徑測試賽 

6A 區敏衝 男子甲組 400 米 港島東冠軍(代表港

島東參加全港學校

田徑賽) 

梁錦輝老師及

各體育老師 

 
《華夏盃》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2009 

姓名、班別 獎項 負責老師 

6C 梅家瑋、6C 劉博彥 一等獎 
5D 張君浩 二等獎 

6C 李卓軒、6D 潘冠榮、6C 黃柏裕 

6D 凌嘉瑋、5A 黃韋鋒、5A 鄧皓昕 

5B 陳翱軒、5E 許梓楠、5E 林浩文 

 
三等獎 

 
文寶珊老師(六年級) 
黃鷺霞老師(五年級) 

 

 
溫馨提示﹕ 

� 今天(2 月 6 日)晚上七時至九時為家教會例會，歡迎家長列席。 
� 下學期多元智能活動將於 2 月 26 日開始，聯課活動則於 3 月 2 日開始，請家長留

意子女放學時間。 
� 二、三年級背誦《弟子規》評核將於 2 月 20 日進行，大會將派導師於當天上課時

段考核學生，已報考者，請充分準備。 

                      
 
 

校    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 連 文 嘗 ) 

二零零九年二月六日 
(續見背頁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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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培僑小學：                                                             C08-142 
回條：家長日個別面談時間 

(請於 10/2 前交回班主任，以先交回者先分配為原則) 
本人希望校方盡量安排以下會面時間:  
 

家長填寫家長填寫家長填寫家長填寫 班主任填寫班主任填寫班主任填寫班主任填寫 
會面日期及時間會面日期及時間會面日期及時間會面日期及時間 回覆回覆回覆回覆(以以以以����顯示顯示顯示顯示)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 ________ 
□ 2 月 21 日(星期六)  上 / 下午 ______時至______時   □ ____時____分 
□ 2 月 _____ 日(23 - 25) 上課前後時段: ______時至______時 □ ____時____分 

 

(若有其他子女就讀本校而希望能同日前後面見兩位班主任，請註明) 

 

同校兄弟姊妹資料：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      )      班別：______________ 
 

□非常抱歉，未能安

排上述時間面談，班

主任將稍後再聯絡。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      )   班別：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 _____________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