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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家長：  C08-207 

以更大努力，爭取更佳成績 

 

  一個學年，快將過去，我們要加倍努力，在餘下的日子裏爭取更佳的成績。6 月 11 日至 16

日是全校考試的日子，請家長們敦促子女，認真準備！ 

  上星期三，我們邀請了本校首屆畢業生，現讀拔萃女書院，去年會考獲 7 科優異的馬銘遙同

學與五、六年級同學分享自己奮鬥成功的經歷。她講述自己初來港時如何以筆記簿隨時記錄廣州話

詞彙，以便盡快適應香港生活；在獲派英中後利用暑假把學校派發的英文學習材料全部翻查字典，

因此，一開學，她便快人一步，早就學懂了不少知識。連續兩年考獲全級第一名後，她追求更高目

標，申請入讀拔萃女書院，經筆試後，獲邀與校長以英文面試，終於成功入讀。中四時，她一度鬆

懈，成績回落，但她及時反省，以驚人的毅力，放棄許多玩樂的玩意，反覆操練會考試題，最終獲

得入讀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准許證。 

她的成功，是因為她目標清晰，積極進取，並善於反省，把握先機，堅毅不拔，不斷自我提升。

例如，在英中初期，她英文作文考獲 C 等，已達同班中上的表現，但她心有不甘，追求卓越，她

問老師，如何才可拿到 A 等，使老師十分驚訝！其後，她每逢小息時都到英文角與外籍老師練習

英語，風雨不改，令人折服！(她自述自己求學歷程的文章將於本年度最後一期的《心窗》刊登；

同時，歡迎家長投稿，表達心聲！) 

  培小的同學，也不甘後人，力爭上游。本校共有 29 位英文 A 計劃的同學參加了劍橋英語試，

結果全部取得優良成績，更有十位同學取得 15 個盾，滿分的優異成績，詳見如下： 

 
劍橋英語試 

班別、姓名 成績 負責老師 

3D 文翊雅、3E 曾明心、3E 賴嘉穎、3E 吳穎賢 滿分(15個盾) 

3D 胡穎琳、3E 蘇俊宇、3E 劉思穎、3K 梁耀楷 

第一級

(Starters) 14 個盾 

4D 陳巧思、4D 周雋軒、5A 李心怡、5C 陳功佑 

5E 雷爾芙、5E 戴鈞濠 

 
滿分(15個盾) 

4D 陳衍佑、4D 譚嘉卓、5A 鄧皓昕、5B 黃美思 

5B 侯舜婷、5C 周澤軒、5E 鄧  琳、5E 吳珊瑜 

5E 林浩文、5E 李嘉鈫 

 
14 個盾 

4C 李灝庭、4C 潘思穎 5B 李烽煒 13 個盾 

4B 蘇倩妮 

 
 
 

第二級

(Movers) 
 

10 個盾 

6C 葉晉文 第三級

(Flyers) 
10 個盾 

 
 
 
 
 

黃穎詩老師 
邱碧姬老師 
黃浩文老師 

(續見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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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排球隊後，本校男子羽毛球隊亦勇奪港島東的冠軍，到場支持的老師、家長及同學近 40 人，

由衷感謝！現連同各項佳績表列如下： 

 
姓名、班別 比賽名稱 獎項 負責老師 

6B 許繼聰、6C 王俊康、6C 劉博彥

6C 吳維天、6C 黃柏裕 

男子組冠軍 

6A 顏曉怡、6A 方潔熒、6A 許麗珊 女子組八強 

6B 許繼聰、6C 王俊康 

2008 - 2009 年度港島

東區小學校際 

羽毛球比賽 

優秀球員獎 

 
梁錦輝老師 
盧耀棠教練 

4E 王子恩 小四中文組亞軍 鄭珊珊老師 

4E 何嘉玲 小四中文組優異獎 鄭曉棠老師 

6A 劉芷君 

 
2009 年全港小學生 

新詩創作比賽 
小六中文組冠軍 施輝蓉老師 

6C 劉博彥 第十六屆香港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 文寳珊老師 

6B 盧宜鍵、6C 劉博彥 小學高級組模範生 
6D 林詠欣 

2008-2009 年度東區

學校模範生/進步生獎

勵計劃 
小學組進步生 

/ 

 

祝賀黃清洪老師獲得殊榮 

本校黃清洪老師獲得香港教育城主辦的「數碼教學資源獎勵計劃 2008」榮譽獎，藉以表揚黃

老師在應用資訊科技於教學的成果，全港只有 10 名教師獲獎，十分難得！其餘校務分述如下： 
 

暑期課程：為了豐富同學的暑期生活，學校將開辦乒乓球興趣班，先報先得，同日則以抽籤決定，

不夠最少人數則取消開班，詳情如下： 
乒乓球興趣班： 

上課日期：  27/7， 29/7，3/8， 5/8， 10/8，12/8，17/8， 19/8， 24/8，26/8   

(逢星期一、三，共十堂) 

上課時間：A 班(現就讀小三至小五) – 下午 1:45-3:15 

          B 班(現就讀小一至小二) – 下午 3:15-4:45 

教練：李源新先生 

人數：20 人一班(最少 16 人) 

費用：$320 (包括一名主教及一名助教，但不包括乒乓用品，例如乒乓球等) 

地點：地下有蓋操場 

備註：無校車接送 

 
有意參加上述活動者請填妥回條，可以支票(抬頭：培僑小學法團校董會)，或前往中國銀行各

分行存入款項(賬戶名稱：培僑小學法團校董會；賬戶號碼：012-810-0000-8805)。請在入數紙正

面或支票背面註明課程名稱、學生姓名、班別及學號，連同回條/收據於 6 月 19 日前交給班主任。

不參加的同學，不須交回條。無論入選與否，校方將以書面通知家長，敬請留意。 

如有疑問，請致電學校與石詩蘭老師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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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小三及小六將於 6 月 17 日(三)及 18 日(四)在校內進行全港性系統評估(中、

英、數筆試及中英文聆聽評估)。6 月 19 日(五)上午為後備日，假若 17 及 18 日因天氣而停課，評

估將順延至 6 月 19 日(五)上午進行，請家長留意並督促子女溫習。 
 

小三及小六 TSA 考試時間表 
日期 2009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三) 2009 年 6 月 18 日(星期四) 

數學 考核內容 中國語文：閱讀、聆聽、寫作 

英國語文：聆聽、閱讀和寫作 

備註 ＊今年新採用 OSM 形式作答，同學們必須帶備所需文具： 

(HB 鉛筆或鉛芯筆、有刻度的間尺、擦膠和顏色筆。) 

＊ 學生下午如常上課，並依正常時間放學。  
 
「提升子女的學習 迎接升中有妙法」教育局家長講座：新高中學制將於 2009 年 9 月開始實施，

很多家長都會關注子女日後如何適應三年初中和三年高中的中學課程轉變。因此，教育局將於本年

7 月 3 日（星期五）下午 6：30 至 8：30，假伊利沙伯中學禮堂舉辦上述講座，介紹中學課程的最

新發展。此講座主要為五、六年級家長而設，有意參加的家長，須自行報名，有關詳情已上載於教

育局「家長講座」網頁(http://www.edb.gov.hk/parentstalks)。座位以先到先得形式分配，額滿即止，

開始報名日期為 2009 年 6 月 1 日。 
 

和諧社會計劃：隨今天通告發予小一家長一份單張及家長信。這是香港大學的一項調查研究，參加

者可獲禮物劵及免費健康服務，有意參加者請細閱「Family 愛＋人」單張並於 6 月 12 日前填妥回

條直接交回本校代轉。 
 

課本及電子資源問卷：教育局現正就現時課本及電子學習資源發展和使用等作問卷調查，有意表達

意見的家長請到香港教育城網站(網址：http://www.hkedcity.net/edb/parentsurvey/ ) 填寫問卷。 

 

書簿津貼及車船津貼：下年度書簿及車船津貼現已接受申請，需要申請的家長可向校務處或各民政

事務處索取申請表，家長須為來年升上小一的學生重新申請。 
 
溫馨提示： 

�  下學期聯課活動將於 6 月 5 日結束，請家長留意；當天晚上 7:00-9:00 為家教會例   

會，歡迎家長列席。 

�  6-7/6 為小一派位結果公佈，9-10/6 進行小一入學註冊。 
            

                      

 

 

校    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 連 文 嘗 )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續見背頁回條) 



 4 

致培僑小學：                                           C08-207 
 

回條：暑期乒乓球興趣班 

                           (先報先得，同日則以抽籤決定。不參加者不須交回) 

 
�本人同意我的子女參加暑期乒乓球興趣班暑期乒乓球興趣班暑期乒乓球興趣班暑期乒乓球興趣班，並  

 
(1)□付上$320 支票，編號:_________________。 
 
(2)□付上銀行入數紙 
 

* �本人需要 / 不需要收據   *(請刪去不適用者) 
 

回家辦法： □自行放學 □ 家長接送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    )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