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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體活動綜合大樓 
 

  大家可能也留意到，學校旁邊的舊巴士站正在施工，興建一座康樂體育活動大樓。近日承建

商及有關負責人到訪學校，據知，該活動大樓約於 2010 年 5 月左右竣工，建成後設有圖書館、室

內恆溫泳池、羽毛球場、乒乓球場等(不設街市)，將會有利區內人士、本校家長及師生進行文化體

育活動。當然，施工期間也會帶來一些不便。學校與到訪的工程人員已就噪音、環境衛生、保安

及出入安全 4 個方面磋商並促請對方採取有效措施，做到最好。校方得知，現在的建築技術已能

把噪音減至很小，而眾多建築條例及監管措施亦能盡量保障環境衛生。日後，家長若發現有關問

題出現，請聯絡陳天呼主任或陳煥貞書記，以便校方跟進。 
    期待工程早日完成，造福區內居民！其餘事項分述如下： 
 
風雨將臨，防範未然：風雨季節，即將到來，學校就紅、黑暴雨及受熱帶氣旋侵襲時的各種情況，

在手冊 16-17 頁已有詳細說明，請家長立即翻閱，以免到時進退失據(遇有

突發事件時，學校電話及電訊網路，都會非常繁忙)。在此須特別指出，若

在上課期間突然發出紅色或黑色暴雨訊號時，則學校會如常上課至正常下課

時間為止，因此，除有特別原因外，家長不要到校接回子女，以免干擾課堂

秩序。另外，若在上課期間教育局突然宣佈停課，校車會在宣佈停課後 1
小時由學校開出，請家長因應時間預早在站頭接回子女，沒有家人接應的學

生會被帶回學校，等候家長來校接回。 
 
修訂校曆表：因受停課影響，下學期測考、星期四多元智能時段及部分活動有所變動（讀書人點

唱夜及尋寶夜都有修改），附上校曆表修訂版，請貼於手冊 27 頁並加留意。 
 
下學期家長日：為使家長及教師能總結學生全年的表現，特安排於 7 月 17 日(星期四)為家長教師

面談日，請預留時間出席。個別面談的時間將於 6 月底通知。 
 
夏日教室--暑假學堂：此活動已連續四年受到家長的歡迎，今年續辦，為期 5 周共 15 天。目的是

讓學生有一個充實及愉快的假期，亦藉此溫習及加強已學過的知識，並透過

戲劇及歷奇等多元智能活動發揮學生的潛能，提昇 EQ。詳情如下： 
 

日期：7 月 21 日至 8 月 22 日，逢星期一、三、五上課(共 15 天) 
時間：早上 8:30 至 12:30 
內容：中、英、數三科的基本能力及多元智能活動 
導師：教育學院的準教師 
費用：$600(全期)  
人數：每班約 25 人 
校車服務：視需求而定(價錢待與承辦商黎先生商議) 
 

為方便學校盡早甄選適當數量的導師，有意參加者，請填寫回條於 4 月 25 日(星期五)前交回，

名額有限，過期恐無法辦理。請付支票（抬頭：培僑小學法團校董會）或到中國銀行各分行存入

款項（賑戶名稱：培僑小學法團校董會，賑戶號碼：012-810-0000-8805）。請在入數紙正面或支

票背面寫上「暑假學堂」、學生姓名、班別及學號，連同有關回條交給班主任。 
 

(續見背頁) 

各位家長：  C0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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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用途收費：為使學生能在舒適的環境學習，本校校董會連同其他贊助機構已為校內課室安       
裝冷氣機，而電費、維修保養及折舊等則需由家長支付，餘額用作資助部份美勞

材料，全年$300，分兩期支付，每期$150。請於 5 月 2 日前交付本學年第二期

款項，可交支票(抬頭：培僑小學法團校董會)或到中國銀行各分行存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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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票背面寫上「特定用途收費」、學生姓名、班別及學號，連同有關回條/收據交

給班主任。家長亦可指定以八達通交付，但請勿交現金。 
 

級別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八達通 

繳費日期 

22/4 

(星期二) 

23/4 

(星期三)

24/4 

(星期四)

25/4 

(星期五)

28/4 

(星期一) 

29/4 

(星期二) 
 
一至五年級班相及個人相：為方便學生拍攝全班及個人相，現安排 5 月 9 日由「傑誠數碼製作」

到校辦理。班相分正規及「趣緻」兩款，每款每張 7 元。個人相 6 張 6
元，能自動黏貼並有個人姓名(校方會抽取 2 張作校務之用)。參加者請

把回條連同所需費用放入信封內於 4 月 18 日前交回班主任，封口後請

於信封面寫上班別及姓名。購買與否，全屬自願。拍攝當天學生須穿著

整齊夏季校服、黑皮鞋及白襪。不在校拍攝個人相的學生請於 5 月 23
日前交回近照 2 張，(穿校服，背面寫上姓名、班別)作校務之用。 

(為了使學生資料庫更完整，學校會為全部學生拍攝個人相) 
 
成功父母學堂：家長日與家長面談時，很多家長反映希望多了解「管教」子女的方法，有見及此，

「成功父母學堂」加推「恩威並施的管教」講座，誠邀各位家長參加，有意參加者

請填交有關回條，費用全免。詳情如下: 
 

課程內容 講者 日期 對象 學分 人數

為人父母，你曾否感到自己常

在「嚴」與「慈」，「疼愛」

與「管教」之間把握不準？在

管教過程中，如何才能做到恩

威並施？透過講座希望與您

分享更多管教的小錦囊。 

張偉光先生 
浸會愛羣社會服務處輔導

服務主任，他從事社會工

作十多年，先後任職青少

年服務、復康服務、長者

服務及家庭服務的督導，

現育有 2 名子女，對於培

育下一代成長，甚為重視。

24-4-08 (四) 
晚上 7:00-9:00 

全校 
 
 

30 不限

因流感停課關係，原定的數學工作坊「親子齊齊學」 (靜式七巧板新砌法)改在 5
月 22 日舉行，請已報名的家長準時出席。詳情如下:  

課程內容 講者 日期 對象 學分 人數

1. 介紹七巧板新砌法，讓家長和子女 
齊齊來拼圖。 

2. 培養孩子的思維能力及認識數學概念。

保良局 
朱敬文中學

龍德義校長

22-05-08 
（星期四） 
晚上 7:00-9:00 

全校 
 
 

30 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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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請參閱星島日報教育版  
Let s Play@Home，Tangram 教室 

童軍獎劵結果公佈：童軍獎券得獎號碼已張貼在有蓋操場的童軍報告板上，本校分別中了 20 獎(20
寸 LCD 電視機一部)及 55 獎(手提攝錄機一部)，但中了 20 獎的得獎者仍未到
童軍總會登記，持有獎券編號 0233611 的家長必須在 4 月 21 日前致電
29576332 登記，否則將失去領獎資格。如有查詢，請與蔡曼粧老師聯絡。 

校車服務咨詢小組：校方正籌備未來兩年校車服務的招標工作，因應近年國際燃油價格波動，須
於服務合約中加入可加可減機制，現誠邀關心校車服務的家長，特別是熟識
運輸業操作的家長加入咨詢小組，共同制訂。預料參加者須於 4 月份內出席
一至兩次討論(在多數參與者能出席時段內進行)。有意參加者，請致電學校
(28977866)與陳天呼主任或陳煥貞書記聯絡。 

家教會：歡迎列席今天晚上 7：00-9：00 的家教會例會。另外，本年度家教會會費已全部收齊，
感謝各家長的配合！ 

足球喜訊：本校足球隊奪得康樂及文化事務署舉辦「2007-2008 年度全能足球小球聯賽《小 
童盃》12 歲組」亞軍。隊員名單如下： 

 
 
 
 
感謝各同學的努力及劉家俊老師和連啟榮老師的悉心指導！ 
 

田徑喜訊：本校田徑隊參加華人運動員協會舉辦「08 小飛人齊來迎奧運」獲得佳績，名單如下： 

 

班別 姓名 項目 獎項 

男子 8 歲組 60M 冠軍 3C 鄺柏聰 
男子 8 歲組 100M 亞軍 
男子 10 歲組 200M 亞軍 5A 區敏衝 
男子 10 歲組 400M 殿軍 
女子 9 歲組 60M 季軍 4D 劉冬瑤 
女子 9 歲組 100M 殿軍 

5B 許繼聰 男子 9-12 歲組擲壘球 殿軍 
    

感謝各同學的努力及梁錦輝老師的悉心指導！ 
 

6A 陳智琛 6A 鍾浩軒 6B 朱行健 6E 麥兆康 
6E 霍俊傑 5A 許浩川 5C 劉博彥 5C 葉晉文 
5D 聶浩田 5E 羅璟禧 5E 廖耀麟 4C 鄧皓昕 

       

 

 

校    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 連 文 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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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八年四月十一日 
 
 
 

培僑小學 2007 – 2008 年度校曆表(下學期修訂版) 
  1 2 ○3  4 5 4/4 清明節；  

6 7 8 9 ○10  11 12 11/4 家教會例會 11-15/4 小一至小五測驗；10-15/4 六年級呈分試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四 

27 28 29 30     
    1 2 3 1/5 勞動節 
4 5 6 7 ○8  9 10 6/5 小三 TSA 口試 
11 12 13 14 ○15  16 17 12/5 佛誕；15/5 小六 TSA 口試 
18 19 20 21 ○22  23 24  

五 

25 26 27 28 ○29  30 31 30/5 慶祝六一國際兒童節(12:25 放學)及小四綜藝課程成果匯演晚會

1 2 3 4 ○5  6 7 6/6 下學期聯課活動結束、家教會例會及讀書人點唱夜； 
7-8/6 公佈小一派位結果 

8 9 10 11 ○12  13 14 9/6 端午節翌日；10-11/6 小一入學註冊 

15 16 17 18 ○19  20 21 18-20/6 小三及小六 TSA 筆試； 

22 23 24 25 26 27 28 23-26/6 一至五年級下學期期考；23-25/6 六年級畢業試；27/6 讀書人
尋寶夜 

六 

29 30      28/6 小一新生家長日及購買下學年書簿日 

  1 2 ○3  4 5 1/7 特區成立紀念日; 4/7 六年級派發成績表 

6 7 8 9 10 11 12 6/7 六年級畢業禮，7/7 翌日放假一天；8/7 中學學位分配結果公布；
10-11/7 下午，小六學生到獲派中學註冊 

13 
14 15 16 17 18 

19
13/7 小一新生適應課程及家長工作坊；15/7 小六中一入學前香港學
科測驗；16/7派發成績表(小一至小五); 17/7家長日(小一至小五); 18/7
散學禮及小六派發畢業證書 

20 21 22 23 24 25 26 21/7-30/8 暑假共 41 天; 21/7-22/8 暑假學堂,自願參加 

七 

27 28 29 30 31   

--------------(請沿虛線剪下，橫貼於手冊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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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培僑小學：                                                      檔號：C06-186(a) 

回條：特定用途收費 
 
本人決定以下列方式支付上述費用，並:  

  □ 同意由我子女的八達通卡扣除$150(日期詳見通告內容)。 

□ 付上銀行收據(入數紙，背書姓名、班別)       

□ 付上支票(背書姓名、班別)，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   班別：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 

 
----(請填寫此收據，但請勿剪下)------------------------------------------------------------------------- 
 

收據：特定用途(冷氣等)收費 
 

茲証明收到           (班別)                     (學生姓名) 

壹佰伍拾元正用作支付 07-08 年度下學期之上述費用。          

  
                  

 
學校蓋印 

(此回條經校方蓋印後作收據用)    

 
 

----------------------------------------------------------------------------------------------------------------------- 
 
 
致培僑小學：                                                      檔號：C07-186(b) 

回條：購買班及個人相 
(一至五年級適用) 

本人  同意／不同意 我的子女購買  

     □正規班相一張($7) 

      □趣緻班相一張($7) 

      □6 張個人相($6) 

 
現附上現金共________元(放入信封內，並於信封面寫上班別及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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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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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培僑小學：                                                      檔號：C07-186(c) 
暑假學堂 2008 

(請於 4 月 25 日前交回，不參加者不用交回) 
 
本人已知悉暑假學堂 2008 有關事宜，並有意讓子女參加上述活動。 
 

本人同意  (1)  □付上銀行收據(入數紙，背書姓名、班別)； 

(2)  □付上支票，號碼          (抬頭﹕培僑小學法團校董會) 
 
我的子女參加上述活動後： □由家長接送 

 □自行放學(□須辦理暑假自行離校證，現附交相片一張) 
           □需乘校車(待統計人數後，個別聯絡)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    ) 

學生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聯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聯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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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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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蔡曼粧老師：                                                      檔號：C06-186(d) 

 
 

回條：成功父母學堂-「恩威並施的管教」講座 
 

本人  □將會出席 4 月 24 晚的講座。 

      □無暇出席。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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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