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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完了，學習不停！ 
 

我們認為學習是全方位的，不限於課堂及課本，活動的經歷往往能為學生提供更豐富的學習

素材；為此，學校為學生安排了一連串活動，請有關班別的家長留意。其餘時間則進行試後回饋

或如常上課，詳情如下： 
   

日期 活動 級別/班別 負責老師 

23/6(一) 數學遊蹤 1C、2B、3E 施美榕、吳雪蓮、何月容老師 
24/6(二) 故事演講比賽 p.1-6 楊奕芳老師 

數學遊蹤 1D 劉慧萍老師 
25/6(三) 音樂欣賞 p.1-5 關慧慈老師 

數學遊蹤 2D、2E、3C 黃家茵、蔡碧卿、陳天呼老師 
26/6(四) 喜悅寫意日 p.1-2 潘和華、鄭曉棠、蔡曼粧老師 

花式跳繩及話劇表演 p.1-4 石詩蘭老師 
兩性相處講座 p.6 學校社工 

27/6(五) 數學遊蹤 1A 張儀老師 
普通話遊戲日 p.1-6 楊婧老師 

UNO比賽 p.5 劉亦怡老師 
畢業禮綵排 p.6 石詩蘭老師 

30/6 (一) 數學遊蹤 1E 黃清洪老師 
服務生旅行日 p.4-6 陳錦智老師 

2/7(三) 常識問答比賽 p.1、p.2、p.5 尹靄怡老師 
數學遊蹤 2A、3A、3D 吳佳筠、廖惠儀、蔡碧卿老師 

3/7 (四) 常識問答比賽 p.3、p.4、p.6 尹靄怡老師 
參觀培僑中學 p.5 歐陽月玲老師 
數學遊蹤 2A、3D 吳佳筠、蔡碧卿老師 

4/7(五) p.1 talent show p.1-3 余日昇老師 
連校長講故事 p.1-6 連校長 

現代農夫成果展示 p.2-4 鄭貫虹老師 
北京交流團分享 p.4-6 鄭貫虹老師 

7/7(一) 朗誦馬拉松 p.1-5 潘和華老師 

8/7(二) 數學遊蹤 1B 黃家茵老師 
常識科技日 p.2-5 尹靄怡老師 

9/7(四) 語文知識大賽 p.4-5 鄭曉棠、楊婧老師 
11/7(五) 散學禮 

p.1-3---9:00-10:15 
p.4-6---11:00-12:15 

 
p.1-6 

 

 
劉亦怡老師 

               
(續見背頁) 

 

各位(2C 班)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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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表及個別面談：一至五年級成績表將於 7 月 9 日派發，簽署後請妥為保存，以便日後使用。

由於 2C 班黃鷺霞老師須於 10/7 出外進修，因此家長日將改於 7 月 12 日(星
期六) 8:00-16:00 進行，每人約 15 分鐘。這次面談正是家長與教師個別並直

接溝通的好機會，藉此促進學生學習及全面成長，而教師亦可反思自己的教

學成效。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面談，期望所有家長都能來校一聚。為方便安

排，請填妥有關回條於 6 月 26 日前交回。我們將盡量安排雙方都適合的時間，

並會再次通知您確實的安排。 
 
 
 

合唱團公開演出：合唱團獲音樂事務處邀請參與《校園音樂大使展關懷》計劃《匯報音樂會》演

出，以表揚我校積極參與社區服務。演出將於為 6 月 29 日（星期日）下午 3:00
至 3:30 在藍灣廣場地下海洋劇場舉行，歡迎家長到場支持。 

 喜  訊 

恆生學界盃乒乓球賽(小學組) 
班別、姓名 項目 獎項 負責老師 

4A 趙敏燁、4E 曹敏盈 女子雙打 殿軍 劉家俊老師 
 

劍僑英語試(KET) 
班別、姓名 成績 負責老師 

6A 陳民望 表現優異(93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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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C 楊承軒 小五組 銅獎 黃鷺霞老師 
 

「華夏盃」奧林匹克數學比賽 
班別、姓名 項目 獎項 負責老師 
4C 余文軒 初賽 一等獎  

 
/ 

晉級賽 二等獎 
總決賽 二等獎 

4A 林希、4C 侯樹庭 初賽 二等獎 
4C 侯樹庭 晉級賽 二等獎 
6D 吳穎嘉 初賽 三等獎  

文寶珊老師 6B 李淳鈺 初賽 二等獎 
晉級賽 三等獎 

4C 余文軒 亞洲國際數學比賽初賽 金獎  
/ 亞洲國際數學比賽決賽 銅獎 

4A 林希 新加坡數學競賽(香港賽區)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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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提示： 

 今天晚上為讀書人尋寶夜，獲邀參加的同學請準時出席； 

 7 月 1 日為特區成立紀念日假期，學生不用上課；7 月 2 日(三)，如常上課； 
 本學期最後上課日期為 7 月 11 日，當天放學時間為 12:25； 
 下學年開學日期為 9 月 1 日(星期一)； 
 六年級學生須於 7 月 4 日前交回圖書及清理欠款。 
 

                       
 

校    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 連 文 嘗 ) 

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         
 
致：培僑小學                                                        C13-223(b) 

回條：家長日( 2C 班) 
(請於 26/6 前交給班主任，以先交先分配為原則。) 

本人希望校方盡量安排以下時間會面:  
家長填寫 

會面日期及時間(以顯示) 

□  7 月 12 日(星期六)  任何時間都可以面談。   

□  7 月 12 日(星期六)  只可於 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 (08:00-16:00)面談。         

□ 本人未能於 7 月 12 日抽空出席(原因:_______________)， 請班主任另作安排。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      )   班別：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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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主任回覆------------------------------------------------- 
 
 

家長日會面日期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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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      )     班別：2C                 地點 : ________ 

□  7 月 12 日____時____分 

□ 非常抱歉，未能安排已選的時間面談，班主任將稍後再聯絡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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