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際音樂節 
 

學校音樂節個人賽事報名：第 67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將於 2015 年 3 月 2 日至 4 月 1 日舉行，

有意為子女報名個人項目的家長，須自行瀏覽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網頁(http://www.hksmsa.org.hk) 

內的比賽目錄，了解賽事資料。有意參加者，須於 9 月 17 日(星期三)前填交回條，經學校索取報

名表(每份報名表只限填報一項比賽，參加二人項目的同學，只須交一份)。家長作決定前最好能

與各自的樂器導師商討。報名表將於 9 月 19 日(星期五)開始派發，學生須於 10 月 6 日(星期一)

或前把表格及費用一併交給班主任。 
 

學校會負責團體賽事及被選參加獨唱賽事的安排；個人及二人項目則須家長自行承擔，包括

購買樂譜、安排伴奏、比賽往返及告假等事宜。各位家長報名前，請先行瀏覽音樂及朗誦協會網

頁的比賽章程。另外，六年級呈分試將於 3 月 12 日至 3 月 17 日舉行，一至五年級測驗將於 3 月

18 日至 3 月 20 日舉行，比賽有機會與考試或測驗日期相撞，若同學因須應試或測驗而未能出席

比賽，將損失報名費或引致失望。撞期的項目若選擇「更改比賽項目的組別」，家長須付行政費港

幣一百元予音樂及朗誦協會。希望各同學及家長在考慮報名前，留意呈分試及測驗的因素。家長

亦須留意因惡劣天氣或傳染病而學校須停課之賽事安排。以上各點，請參閱該會網頁比賽章程之

附錄三、四及五。如有疑問，請聯絡關慧慈老師。 
 

授權攝錄 

 
本校老師經常進行校內甚至跨地區的教學研究及各類觀課活動，探討各種教學策略的成效及改良

教學技巧，為此，需要攝錄課堂情況。有關記錄會用作教學研究及分享之用，希望家

長能授權學校進行攝錄。若個別學生家長不同意，則進行研究課並須攝錄時，該生會

被安排到另一班上課。請填妥授權回條交回。 

 

終止個人化英語電子學習平台(WEL)免費試驗計劃 

 
本校曾於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6 月期間，獲邀參加由香港 Headstart  Group Limited 提

供的「個人化英語電子學習平台 Waterford Early Learning(WEL)免費試驗計劃」，所以在此期間

我校一及二年級學生均獲全款資助。本學年起提供這學習平台的公司決定改變其市場策略，將停

止向學校提供服務，轉為零售模式。由於新的零售模式將會大幅提升價格，所以本校惟有終止與

該公司的合作，不便之處敬請見諒。本校現正尋找其他有利學生學習英語的網上學習平台，如有

合適將盡快通知家長。 

（續見背頁） 

各位家長：  C1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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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訊： 
劍橋英語試 

姓名、班別 比賽項目 獲得成績 負責老師 
6A 黃銘萱、6C 何展熙、6C 楊承軒、6D 陳詠琛

6D 鄭覺康、6D 許靖、6D 吳聖邦 
 
 
 

第三級

-Flyers 

15 個盾(滿分)  
 
 
 

黃浩文老師 
黃穎詩老師 
邱碧姬老師 

5E 林學佳、6A 李海悅、6A 羅思慧、6B 崔文睿 
6C 林子鋒、6C 陸雪藍、6C 黃芊蕙 

 
14 個盾 

6A 蔡妤楹、6B 曾景熙、6D 黃凱鈴、6D 胡穎雯
6E 梁凱韻 

 
13 個盾 

6A 李嘉晴、6A 楊朗希、6A 易慧芯、6D 陳子桐
6E 羅凱澄 

12 個盾 

6A 譚善行、6A 尹子謙 11 個盾 

6A 李啟鴻 10 個盾 

4B 許婧怡、4D 何臻熙、4D 洪玥喬、4D 譚文韜 
5C 侯樹庭、5C 何仲勤、5E 何嘉豪、5E 孫柏燊 

 
 

第二級

-Movers 

15 個盾(滿分) 

4B 黃曉嵐、5A 趙敏燁、5A 徐灝智、5A 劉幸芝 
5A 林希、5C 李淳慧、5C 余文軒、5C 呂政賢 

5D 沈嘉威、5E 翟傲、5E 林鈺羚 

 
14 個盾 

4D 吳翰宇、5A 林學欣、5B 鄭桂豫、5B 吳卓懷 
5D 葉家寶、5E 陳晋、5E 盧怡旻 

 
13 個盾 

5A 譚奕然、5C 張柏軒  12 個盾 
5D 劉嘉瑤  11 個盾 

4A 李藹珈、4A 李藹倩、4B 徐鎮浩、4B 任晏邦

4B 殷廷睿、4C 鄭信熙、4C 錢藹曼、4C 熊偉程

4C 楊芷晴、4C 葉韋霆、4D 容雅芝、4D 何芷晴

4D 蕭呈謙、4D 譚詩霖、4E 黃梓峰 

 
第一級

Starters 

 
 

15 個盾(滿分) 

 4B 鍾采琳、4C 高嵐、4C 王詩詠 14 個盾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 2014 香港速度錦標賽 

班別、姓名 項目 成績 

6A 吳柏廉 男子 11 歲及以下 3X250 米 第一名 
男子 9-10 歲 300 米 第三名 

溫馨提示： 

 9 月 30 日(二)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4 周年國慶日，學生可穿着紅色或具中國特色的
服飾到校參加活動。學校將提早於中午 12:25 放學，YMCA 則如常進行，請家長留意。 

 上學期多元智能活動於 10 月 9 日(四)開始，已報名的同學須留意時間出席。請家長留意調整
接學生放學的時間。 

 隨通告附上冬季校服訂購表格，成順發校服公司將於 9 月 19 日(五)到校為學生量度尺
寸，有意訂購者可填妥，屆時可直接交予供應商。 

                       
 

校    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 吳 佳 筠 )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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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培僑小學  檔號：C14- 051(a) 
授權攝錄 

□ 本人授權學校拍攝本人子女上課的情況，用作教學研究及分享，有效期至本人子女退學為止。 
□ 本人不同意上述授權。 

□ 其他(請說明)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     班別：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2014-9-12 
 
 
  ----------------------------------------------------------------------------------------------------------------------- 
致：培僑小學                      檔號：C14-051(b) 

回條：學校音樂節個人賽事報名 

(此回條須於 17/9 前交回，逾期無效；＊請刪去不適用者；不參加者，不用交回) 
 
 

本人子女_________班_________________(學生姓名)有意參加學校音樂節個人項目，需要  

＊ 個人項目 / 二人項目  報名表______份。本人知悉須自行安排子女往返比賽場地等事宜。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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