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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展示及開放日 
本年度教學展示及開放日將於 12 月 16 日(星期日)分別在上下午進行。上午進行教學展示，對

象為本校家長，下午進行開放日，對象為公眾人士及本校家長。詳情如下： 
 

班別 科目 任教老師  班別 科目 任教老師 班別 科目 任教老師

1A 中文 蔡白凝  1B 英文 梁翠兒 1C# 中文 潘和華 

1C# 英文 馬佩珊  1D 中文 張梅紅/廖惠儀 1E 數學 關慧慈 

2A 中文 劉亦怡  2B 英文 尹靄怡/ Ms Tighe 2C 英文 吳俊梅 

2D 數學 劉慧萍  2E 數學 吳佳筠 3A 中文 葉莉霞 

3B 英文 楊奕芳  3C 數學 陳天呼 3D 數學 黃清洪 

3E 英文 何美銀/陳清華  4A 常識 饒  雯 4B 中文 陳家慧 

4C 中文 劉雅莉  4D 英文 陳經緯 4E 英文 邱碧姬 

5A 英文 余日昇  5B 英文 林寶珊 5C 中文 施輝蓉 

5D 中文 許金葉  5E 中文 王珮淇    

請留意，1C 班改為在下午的開放日展示中文及英文課。 

由於課室空間及座椅數量所限，每課室只能容納 25 位家長觀課，因此，屬該班的家長會優先，
其次為同級家長。若需求超出容額，則按次選意願安排，如此類推，綜合處理，請家長體諒！上午
教學展示的對象為本校家長，若有親友想了解本校教學情況，可於下午 2時至 5時出席開放日觀課。 

請積極支持，鼓勵您的子女當天回校上課，以免課堂失色；此外，因場地、設施及管理等問題，

六年級不安排教學展示，部份學生會被邀回校協助工作。當天時間安排如下： 

上午  9：30         學生到校（如常集隊） 

      9：50         家長開始進入課室 

     10：00-10：40  觀課進行 

     10：40-11：10  教師即場說課及家長回應 

     10：40         第一批學生回家(自行離校或家人到校接回) 

11：15         第二批學生回家(乘校車及需等候家長完成討論的學生) 

有意出席的家長請填寫回條於 11 月 30 日前交回，逾期或未能安排。出席劵將於 12 月 7 日發出。 

(續往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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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日：當天下午 2：00 至 5：00 為對外開放日，主要對象為有意選讀本校的學生及家長，內容

包括觀課(1C 班中文及英文科)、校舍參觀、學生表演、教材及學生課業展示、校長簡介

教學理念。歡迎家長及親友一同出席。 
 
喜訊:  
1.優秀班主任：祝賀施輝蓉老師及許金葉老師獲選為 06-07 年度優秀班主任，二人於本月 10 日 

獲香港教育研究交流中心頒發獎狀及獎金。 
2.優秀教師： 「2007 優秀教師」選舉由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主辦，大會評審經觀看參賽者的上課

錄像作決定。本校鄭曉棠老師憑出色的表現當選中文科的優秀教師，可喜可賀！頒

獎禮將於 12 月 1 日舉行。 
3.田徑：本校學生參加「2007-2008 東區學界陸運會」，喜獲佳績，表列如下： 
 

姓名 項目 獎項 

5B 許繼聰、5D 聶浩田 

5A 謝淳鏗、5C 劉博彥、5A 區敏衝

男戊 

4x100m 接力
冠軍(破大會紀錄) 

5C 王俊康 亞軍(破大會紀錄) 

5B 許繼聰 
疊球 

季軍(破大會紀錄) 

5C 劉博彥 冠軍(破大會紀錄) 

5A 謝淳鏗 
男戊 200M 

季軍 

5C 劉博彥 冠軍 

5D 聶浩田 
男戊 100m 

季軍 

5D 聶浩田 男戊 60m 冠軍 

5A 區敏衝 男戊 400m 季軍 

5D 聶浩田 跳遠 季軍 

5A 顏曉怡 女戊 60m 季軍 
 

感謝各同學的努力及梁錦輝老師和劉家俊老師的悉心指導。 
 
家教會大旅行：已報名參加 12 月 2 日錦田文化遊的家長請留意收據上的集合時間及注意事項。 
 
 

       
 
 

校    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 連 文 嘗 ) 

二零零七年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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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培僑小學                                                           檔號：C07-110 
回條：教學展示 

( 請  適當□ 及於 11 月 30 日前交回) 
 
1. 本人有意出席以下觀課活動(請按意願以 1、2、3 表示) 

□ 本人子女就讀的班級，即      班； 
□ 同級其他班：      班           科； 
□ 其他級別：        班           科；  出席者共         人 

 (最多 2 人，按供求分配，以獲發出席券作實，同行小童須往圖書館或電腦室)。  
2.  □ 本人同意我的子女於 12 月 16 日(星期日)早上 9 時 30 分回校上課。 

(乘校車者請留意下列各站頭上車時間，並請表示當天乘車意願：  
她/他   □ 早上於站頭乘校車上學   □ 早上不乘校車上學 ) 

     
學生回家辦法：     
□ 自行回家(上午 10：40) 
□ 由家人接放學(上午 10：40) 
□ 跟平日校隊(上午 10：40) 
□ 乘校車(上午 11：15 由學校開出) 
□ 等候家長完成觀課活動後接回家(上午 11：15) 

 
學生姓名：              (    )     班別：          

家長姓名：                        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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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展示日早上學生到達各站頭時間﹕ 
A 車停車地點 時間 B 車停車地點 時間 C 車停車地點 時間 D 車停車地點 時間 
華泰大廈 8:45 樂翠台 8:45 書局街 7:50 健康西街 8:45 
興華二期 8:50 康翠台 8:48 堡壘街 7:55 明華大廈 8:50 
峰華邨 8:52 興華一期 8:53 逸康居 8:21 東龍苑 8:50 
連城道 9:00 新翠花園 9:00 南豐新邨 8:18 愛蝶灣 8:52 
福翠樓 9:05   康景花園 8:18 杏花街市 8:58 
商場 9:05   康怡花園 E 座 8:20 杏花 31 座 9:00 
新廈街 9:08   康山花園 8:23 杏花 38 座 9:00 
永平街 9:08   太古城中心 8:25 杏花 50 座 9:02 
    欣景花園 8:30 鯉景灣 8:50 
    東熹苑 8:35   
    耀東邨 8:37   
    俊峰花園 8:45   

 

E 車停車地點 時間 F 車停車地點 時間 C 車停車地點(第二轉) 時間 
山翠苑 8:40 翠灣邨內 9:00 警察宿舍 9:05 
興民邨 8:42   漁灣邨郵局 9:00 
東區醫院宿舍 8:50     
宏德居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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