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期課程 
為了豐富同學的暑期生活，學校將開辦暑期課程，供家長及學生自願參加，並以先報先

得，同日則以抽籤決定；人數不足，則取消開班。詳情如下： 

(a)乒乓球興趣班 

   (一)教練：李源新先生(包括一名主教及一名助教) 
   (二)人數：20 人一班(最少 14 人) 
   (三)費用：$330  
   (四)地點：一樓平台 
   (五)備註：(1)無校車接送 
             (2)自備球拍 
   (六) 日期及時間: 

逢星期四 A 班(現就讀小一至小三) B 班(現就讀小四至小六) 

 上課日期(共六堂)  17/7、24/7、31/7、7/8、14/8 及 21/8 
   時間 上午 9:00-11:00 上午 11:00-中午 1:00  

(七)學習內容: A 班–教授正反手攻球、發球、接發球、推擋、步法。 
            B 班–教授學員拉前衝弧圈球及加轉弧圈球技巧、擊球時間、旋轉、落點的認

識、綜合技術運用及戰術訓練、球感訓練及意識訓練等。另安排同學互相

比賽，提高興趣及運用技巧。 

(b)花式跳繩班 

   (一)教練：梁健璋先生 
   (二)人數：20 人一班(最少 14 人) 
   (三)費用：$310(初班)/$360(高班) 
   (四)地點：地下有蓋操場 
   (五)備註：(1)無校車接送 
            (2)自備拍子繩 (教練可代買，每條$60) 
   (六) 日期及時間: 

逢星期四 初班 
(現就讀小一至小二) 

高班 
(現就讀小三至小六) 

 上課日期(共七堂)  17/7、24/7、31/7、7/8、14/8、21/8 及 28/8 
時間 上午 10:30-11:30 上午 11:30-中午 1:00  

   (七)學習內容: 跳繩知識、單人腳步花式、單人交叉花式、單人多重跳花式、單人跨下花

式、雙人橫排花式、雙人連鎖花式、雙人車輛花式、大繩花式、多人大繩花式、交互

繩花式等等。課程由淺入深，教練將因應學員的能力教授各類不同技術，亦協助學員

發揮創意，創作全新的自創花式。 

各位家長：  C13-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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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見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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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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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 
 

 

食物收集計劃：由外籍老師 Mr. Ben 帶領的六年級「社會議題研究小組(Critical Thinking 

Group)」正在探討香港的貧窮問題。為了讓同學把對問題的關注轉化為實際

行動，小組的學生將與 Feeding Hong Kong 合作，推動一項食品收集活動。

同學們正在校內收集健康食品，並轉交該機構，轉送予本地有需要人士。如

果你也願意為此事出一份力，可以在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七日期間，將食物直

接送到地下有蓋操場的食物收集箱。交來的，必須是健康並且是包裝妥善的

食品，如袋裝白米、粉麵、餅乾或罐頭蔬菜和肉類等。你們的支持既幫助了

有需要的人，亦是對同學們最大的鼓勵！如有任何疑問，可向 Mr. Ben 或英

文老師查詢。 
 
六年級畢業事宜 
 
 
1. 畢業典禮服裝：六年級學生將參加 7 月 5 日(星期六)的畢業典禮，屆時將進行授憑儀式，

這是學生們的重要時刻，學生必須穿着整齊夏季校服出席。請家長盡早檢

查子女是否擁有一套合身而整齊的夏季校服，如有需要，請自行到成順發

校服公司購買(地址：北角馬寶道 18 號地下 5-6 號)，以便您的子女能穿

着適當的服裝有參與畢業典禮。 
 
2. 畢業證書費用:每位學生須繳交$20 以購買畢業證書。請於 5 月 8 日或以前把回條交給班

主任，並在 5 月 9 日以八達通繳付(請勿繳交現金)。 
 

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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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東區) 
班別、姓名 獎項 負責老師 

6A 沈穎欣、6A 馮柏謙、6D 吳穎嘉、6A 程琦斯 
6A 許俊邦、6C 吳潁鍶 

優異獎狀 文寳珊老師 

5A 蔡妤楹、5A 黃銘萱、5A 羅思慧 優良獎狀 黃鷺霞老師 
 
 

第二十一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班別、姓名 項目 獎項 負責老師 

3D 許婧怡、3D 葉韋霆 小三組 銅獎 三年級數學老師 
4C 侯樹庭 小四組 銅獎 四年級數學老師 

 
 

第二屆紫荊盃全港小學德育及公民教育朗誦比賽 
班別、姓名 獎項 負責老師 

6C 吳潁鍶、6C 陳宛琪 粵語組優異獎 陳家慧老師 
 

溫馨提示： 
 
1. 成功父母學堂(已報名的家長請帶同學員護照及預留時間出席；歡迎未報名的家長出席)： 
 

日期 時間 專題/興趣班 對象 主講嘉賓/導師 

9-5-2014 

（星期五） 
7:00-9:00p.m 

EQ 講座- 
情緒智商高，抗逆無難度 

全校家長 
臨床心理學家— 

郭韡韡女士 

 

2. 家教會：今天晚上 7 時正，舉行家教會例會，歡迎家長列席。 

班別、姓名 比賽名稱 獎項 負責老師 

5A 譚善行、6A 馮柏謙、6A 鄭晉生 
6D 譚宏飛 

劉永生盃邀請賽──

男子組 
殿軍  

劉家俊老師 
4A 趙敏燁、4E 曹敏盈、6C 陳曉琳 

6C 陳宛琪、6D 李檉侕 
劉永生盃邀請賽──

女子組 
冠軍 

3D 梁芷瑜 正能量系列繪畫及標

語創作設計比賽 
初級組

冠軍 
 

盧家敏老師 
5A 潘婉婷 「隨願所成。佛誕快

樂」佛誕卡設計比賽 
優異獎 

3D 許婧怡 Eye Level 國際數學

解難大賽 2013 
冠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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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假  期：5 月 6 日為佛誕假，學生不用上課，5 月 7 日照常上課。 

 

                       

 

校    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 連 文 嘗 )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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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培僑小學                                                    檔號: C13-19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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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班 / B班，並  

 

(1)□付上$330 支票，編號:_________________。 

(2)□付上銀行入數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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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 

*請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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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培僑小學                                                   檔號: C13-197(b)              
回條：暑期花式跳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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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花式跳繩初班 / 高班，並  

 

(1)□付上*$370/$420 支票(學費+購買拍子繩)，編號:_________________。 

(2)□付上*$310/$360 支票(不購買拍子繩)，編號:_________________。 
(3)□付上銀行入數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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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 
*請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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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培僑小學                                                   檔號: C13-197(c) 

回條：畢業證書費用 (六年級學生適用) 
 

本人已知悉準備夏季校服事宜 
 

並  *□同意於 5 月 9 日由我子女的八達通戶口扣除$20。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   )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請適當的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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