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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復課，不停學 
 

教育局宣佈小學不復課，這難免對學生的學習做成一定負面影響，但校方希望與家長一齊努

力，讓學生不停學習，不斷充實自己，使負面影響減至最少。現把各項安排分述如下： 
 

交舊課業，取新課業：學生或其家人須於 6月 26日(五)早上 9時至 12時到課室向班主任展示已

完成的家課並取新的家課。老師會因應學生完成課業的進展而給予答案，家長可協助學生批改及

訂正。未能於上述時間到校者，可到校務處領取。 
 

暑期個人專題研習（小二至小五）：這是本校的一項特色。我們主張：有興趣，甚麼都可以研究！

因此，最重要是幫助子女找到他們對身邊事物的興趣，進行有系統的研究。家長可以與子女討論

他們真正感興趣的事情，並討論適合的研究方案(實驗?問卷調查?實地考察?文獻搜集?)。學生會

於 6月 26日回校取課業時獲發一份進行專題研習的流程表。家長可根據建議與學生訂定工作計

劃。請鼓勵學生「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此外，學校會在內聯網(e-class)的首頁上載去年優秀專題簡介短片及進行專題研習的自學簡

報；同學亦可透過內聯網向常識科老師提問。學生須於 7月 10日(五)前透過內聯網把研究題目通

知常識科老師。同學們的研究說不定能對人類的未來有重大影響呢﹗ 
 

成績表：一至四年級的成績表及各獎項將於 7月 10日(五)派發。家長須到校領取並隨即與班主任

面談，檢視學生一年來的發展及仍須努力的地方。班主任會個別與家長聯絡安排具體的面談時

間，請依時出席。若家長未能於指定時間到校，可於學校辦公時間內到校務處領取。五年級須於

呈分試完成後，待至 9月份才獲派發成績表。 
 

五年級呈分試：為使同學有適當時間重新準備，五年級呈分試將於 7月 7日至 9日進行，學生須

於早上 8：15到校並於 12時放學。每天考核內容依原來時間表的第二天順序安排。每班學生將分

作兩組在不同課室作答(詳見另紙五年級呈分試專頁)。如乘校車人數在 10人或以上，校車供應商

可提供服務。黎生會與個別家長聯絡，家長可自行決定乘校車與否。 
 

六年級溫馨畢業禮：因停課未能有時間排練，六年級畢業禮將更改形式仍於 7月 5日(星期日)進行，

各班將分時段到達禮堂，緬懷六年來的校園生活，臨歧話別，拍照留念。歡迎家長出席，各班時

段，分配如下： 

班別 時間 

6A 上午 9：00至 10：00 

6B 上午 10：15至 11：15 

6C 上午 11：30至 12：30 

6D 下午 1：30至 2：30 

6E 下午 2：45至 3：45 

學生將獲發畢業證書、成績表及各項獎狀（各同學須於當天交還圖書及小提琴；退還小提琴後可

取回按金$100）。請珍惜相聚時間，學生必須於該時段開始前到達學校。    

（續見背頁） 

各位家長：  C0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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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升中事宜：領取結果及註冊安排不變，而學生須於 7月 14日（二）到獲派中學參加「中一

入學前評核試(PS1)」。這次考試將決定學生在該中學入讀的班別，影響深遠，同時亦影響日後本

校學生各派位組別的人數，因此，請家長敦促學生務必悉力以赴！ 
 

家長校董選舉：因停課關係，原定選舉程序須作修改如下(請勿理會選票背頁的日程安排)：  

程序 內容 

派發選票： 6月 26日(五)上午 9：00-12：00(當天學生回校呈交及取新家課)及 

7月 7日(二)上午 8：15-9：00(當天六年級家長回校取派位結果) 

7月 10日(五)上午 9：00-下午 5：00(當天派發小一至小四成績表，家長與班主

任面談) 

投票期： 6月 25日上午 9：00至 7月 10日下午 4：00。 

投票方法： 於上述投票期內把選票放入學校入口處的投票箱或於 7月 10日下午 4時前寄達

學校(逾期作廢) 

點票及公佈： 7月 11日(六)早上，同日於校門壁佈板公佈並於 7月 13日(一)於網上公佈 

備註： 投票資格以家庭為單位，選票只交予最高年級的在校學生並簽收作實；候選人

資料已於日前派發並於 6月 25日上載本校內聯網；請踴躍投票，給予候選人熱

烈的支持！ 
 

 

喜訊公佈 
 

本校榮獲「2008-2009 年度港島及九龍地域體育獎勵計劃」銀獎，港島區共有 58間小學參加，

而本校男子組本年度在各項體育活動中累積分數排名第二，獲頒銀獎。感謝全體體育老師及各同

學的努力！其餘喜訊分述如下： 

 

班別、姓名 比賽名稱 獎項 負責老師 

6B 許繼聰、6C 王俊康、6D 麥希榮 男子甲組優異獎 

4D 洪啟賢、5A 吳文洛、5B 梁善豐

5C 周澤軒 

 

男子乙組優異獎 

4E 何卓欣、6B 余咏霖、6C 麥若琳

6E 謝韻婷 

 

2008 - 2009年度港島

東區小學校際乒乓球

比賽  

女子甲組優異獎 

 

 

劉家俊老師 

5D張思樂 銀獎 

5E 許梓楠 

第十六屆小學數學奧

林匹克比賽 銅獎 

 

黃鷺霞老師 

1E 陳加璁 第五屆數學探險之旅 全港最高成績大獎 

1A 吳穎嘉 2009 格蘭披字數學比

賽(小學組) 

初級組優異獎 

 

文寳珊老師 

 

回校須知： 

� 有喉嚨痛、發燒、咳嗽等流感病徵的人士不應進入校園； 

� 學生進入校園必須穿著整齊校服，不穿校服者不得進入； 

� 回校考試的學生須出示當天體溫記錄； 

� 校內飲水機全部暫停使用，學生須自備飲用水； 

� 嚴格遵守個人衛生，勤洗手，並保持環境衛生，勿亂棄紙巾、口罩等，用後須放入廢紙箱； 

� 避免擠在一起，排隊購物時，善於「走位」； 

� 照顧同行的子女，避免學生一起嬉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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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退款安排：一至四年級家長可由 7月 10日(五)起於學校辦公時間（早上 8：30-12：00，下午

2：00-4：30）到校務處領取各項退款，如未能親自到取，可簽署授權書，由子女代領。六年級可

提前於 7月 5日(四)辦理而五年級則可於 7月 7日至 9日辦理。 
 
小一新生事宜： 

� 下學年小一新生購買書簿及其他服務如期於 6月 27日(六)早上 9時至下午 1時進行； 

� 原定 7月 12日小一新生家長工作坊延至開學後進行； 

� 小一新生面談：為甄別學生就讀普通話班等事宜，校方會個別約見學生於 6月 29日(一)分三

時段到校進行面談。 
 
其他備忘： 

1. 現讀小一至小五學生購買書簿及其他服務如期於 7月 11日（六）早上 9時至下午 3時進行；

4A、4B、4C班學生，無論是否獲安排入讀普通話班，仍須購買普通話書； 

2. 更改下年度放學回家辦法：學生如在下年度更改回家辦法，請填妥有關回條並於 7月 14日(二)

前交回校務處； 

3. 暑期活動：小提琴班如期進行，銅管樂及乒乓球班則取消； 

4. 下學年餐單於今天派發，請家長依指定辦法繳費並於 7月 11日(六)回校交予承辦商； 

5. 非上課日學校辦公時間為早上 8：30至 12：00及下午 2：00至 4：30； 

6. 停課期間學生仍可於學校辦公時間內回校使用圖書館及電腦至 7月 14日。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續見背頁回條) 

                      

 

 

校    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 連 文 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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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培僑小學：                                                          檔號：C08-219(a) 

回條：更改下學年放學辦法 

(請在適當方格加 �表示，於 7 月 14 日前交回；無更改者不須交回) 
 

本人子女於 09-10學年將以下列辦法放學： 
 

□  由家長到校接放學 

□  乘搭校車回家 

□  自行離校(連同個人相片一張交回) 

□  跟隨校隊回家，路線          

路線一：校門�富怡花園�富景花園 

路線二：校門�(經行人天橋)小西灣邨及佳翠苑 

路線三：校門�富欣花園及藍灣半島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    )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 

 
 
 
 
 
致培僑小學：                                                          檔號：C08-219(b) 

領取退款授權書 
 

本人授權子女，_____班，____________(姓名)同學，代領各項退款。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由校務處職員填寫，家長查核) 
獲發款項： 

□  多元智能，$__________ 

 

□  YMCA，$__________ □  午膳（六年級）$__________

□  暑期活動，$__________ 

 

□  跆拳道__班$__________ □  小提琴___班，$_________

□  體操精英，$__________ □  其他，______$________ 
 

 

經手人：＿＿＿＿＿＿＿   日期：＿＿＿＿＿＿＿＿＿ 

(備註：校車退款由承辦商於 9月份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