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家長：                                                            C10-205 

考試完了，學習不停 

 

試後學習多姿彩：本校於詴後為同學安排一連串活動，以豐富學生學習經歷，請有關班別留意，其

餘同學則依時間表進行詴後回饋或如常上課，詳情如下： 
 

日期 活動 級別/班別 負責老師 

 
 
 

20/6(一) 

 
 
 

參觀小西灣綜合大樓 

1A、1B、2A、2B 

3D、4A、4B、4C 

4E、5B、5C、2C 

3C、3E、6B、6C 

劉靜棣老師、尹靄怡老師、邱碧姬老師

張梅紅老師、蔡碧卿老師、黃鷺霞老師 

黃詠萱老師、楊  婧老師、林佩雁老師

黃穎詵老師、陳經緯老師、翁德芝老師 

蔡曼粧老師、何美瑩老師、陳錦智老師

歐陽月玲老師 

21/6(二) 普通話遊戲日 P.1-5 楊婧老師 

數學遊蹤 1A 劉雅莉老師 

22/6(三) 數學遊蹤 3C 張儀老師 

「好習慣-伴成長」 

優秀學生與校長共膳 

每班 3-4 位學生 李文傑老師 

23/6(四) 音樂會暨頒獎禮 P.1-5 關慧慈老師 

數學遊蹤 3D、2C 蔡碧卿老師、張儀老師 

24/6(五) 常識問答比賽 P.1-5 鄭貫虹老師 

數學遊蹤 1E 劉慧萍老師 

27/6(一) 閱讀智友營 P.4 楊奕芳老師、張儀老師 

數學遊蹤 2A、2D 張儀老師、吳佳筠老師 

 

28/6(二) 
參觀培僑中學 P.5 劉雅莉老師 

數學遊蹤 3A、3B、3E、1D 劉慧萍老師、李文傑老師、廖惠儀老師

黃家茵老師、黃詠萱老師 

29/6(三) 閱讀智友營 P5、P6 楊奕芳老師、張儀老師 

數學遊蹤 1B 黃清洪老師 

30/6(四) 數學遊蹤 1C、2B、2E 吳佳筠老師、廖惠儀老師、黃家茵老師 

生命教育教學觀摩 

(台灣專家紀潔芬教授) 

5D 鄭貫虹老師 

4/7(一) 朗誦馬拉松 P.1-4 潘和華老師 

5/7(二) 參觀香港藝術館 4B、4C 盧家敏老師 

6/7(三) 參觀香港藝術館 4A、4D、4E 盧家敏老師 

語文知識大賽 P.2-3 潘和華老師 

 

14/7(四) 

散學禮 

小一至小三(9:00-10:15) 

小四至小六(11:00-12:15) 

 

全校 

 

 

區鎮中老師、石詵蘭老師、施輝蓉老師 

 

購買書簿日期：家長可於 7 月 9 日(星期六) 上午 9：00 至下午 3：00，回校購買下學年升小二至

小六的書簿，詳情請閱書單及附註。請留意：三年級音樂科的笛書及笛已列入書單



內，家長可於當天集體購買，笛書及笛可用至六年級。 

 
(續見背頁) 

成績表及個別面談：一至五年級成績表將於 7 月 11 日派發，簽署後請妥為保存，以便日後使用。
家長面談安排於 7 月 12 日(星期二)進行。我們一向重視彼此溝通、互相提升，
務使學生成為最大的得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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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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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年午膳供應：午膳小組曾於 3 月對訂購午膳的同學進行問卷調查，有九成一的受訪者支持下學年
(即 2011-2012 年度)午膳繼續由「鮮營餐飲服務」供應，此建議獲得校方及家教會
支持。經本校職員以電話形式查問三間供應商得知下年度午膳價格比本年度上調

0.8 元-1.5 元，故午膳小組同意鮮營餐飲調升 0.8 元(即一、二年級 16.3 元，三至六
年級 17.8 元)，付款辦法不變(詳閱餐單)。為支持環保，來年學校將全面採用環保飯
盒。午膳小組將一如既往密切留意供應商的服務質素。如有查詢可與午膳小組聯絡，
成員包括：陳天呼主任(教師代表)、陳煥貞書記(校務處代表)、何金玲女士(家教會
主席)、(以下為家長義工) 蘇燕華女士、張秀清、陸燕芬女士、關協桂女士、何芷慧
女士。在此衷心感謝各人一年來的操勞及工作成果！ 

 
歡迎加入午膳小組：歡迎關心學校午膳的家長加入午膳小組，可與陳煥貞書記聯絡。 
 

午膳退款及罰款：曾取消飯餐而未有退回的款項將一併於6月30日安排退款。本學年(2010年9月至
2011年7月)因遲交餐單而須繳交10元附加費共累計2160元，經本校法團校董會
通過將此款項存入本校普通經費賬「圖書館基金」;另外，下學年九月份餐單可

在繳費後連同收據於最遲7月15日前交回班主任轉交午膳供應商，家長亦可在7

月9日(六)購買書簿日直接交回供應商攤位。 
 

來年校車收費：學校於日前曾召開校車服務諮詢會議聽取家長對於校車服務供應商---信成旅運公司
的加價申請。信成旅運公司表示最低工資的訂立、營運車保險及相關維修費用的增

加，令經營成本不斷上升，因此不得不向學校提出加價申請。出席會議的家長與家
教會代表在聽取該公司的加價理據後，經磋商下，同意校車公司的加價申請：學校
至亞公岩加10元(以每月雙程計算，下同)，學校至興東村加20元，學校至北角加30

元，2011年9月1日起生效。校車供應商會派發最新的價錢表給現在乘搭的學生，如
有疑問可於7月9日賣書日或致電9420 1689向信成旅運公司查詢。 

 
辦理兒童身份證預約：入境處為年滿 11 歲兒童預約登記申領身份證，預約期為 24 天，適齡的學生

可經香港政府一站通網站(httP://www.gov.hk/icbooking)或 24 小時電話預約

熱線 2598 0888 辦理。 
 

溫馨提示： 

 6 月 20 日至 7 月 14 日為詴後回饋週及詴後活動日，放學時間為下午 12:25，請家
長留意。 

 6 月 24 日晚上為「讀書人尋寶夜」，獲邀參加的同學及家長請依時出席。 

 7 月 1 日為特區成立紀念日，學校放假一天，7 月 4 日照常上課。 

 請填寫附上的回條更新放學方法。 

 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選舉選票將於下星期一(20/6)派發，請在 6 月 24 日前將選
票放進學校門口的投票箱內，請家長留意。 

http://www.gov.hk/icbooking


 校    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 連 文 嘗 )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七日 



 

致培僑小學：                                                         C10-205(a) 

回條：家長日 

(請於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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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面時間:  

家長填寫 班主任填寫 

會面日期及時間 回覆(以顯示) 

地點 : ________ 

□ 7 月 12 日(星期二)  上 / 下午 ______時至______時   □ ____時____分 

□ 7 月 13 / 14 日 課前時段: ____________(07:50-08:10) 

                 課後時段: ____________(12:30-12:50) 

□ ____時____分 

若有其他子女就讀本校而希望能同日前後面見兩位班主任， 

請註明。 同校兄弟姊妹資料：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        班別________ 

 

□非常抱歉，未能安

排上述時間面談，班

主任將稍後再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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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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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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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培僑小學：                                                   檔號：C10-205(b) 

回條：下學年放學辦法 

(請在適當方格加 表示，於 6 月 30 日前交回) 

 

本人子女於 10-11 學年將以下列辦法放學： 

 

□  由家長到校接放學 

□  乘搭校車回家 

□  自行離校(連同相片 1 張交回) 

□  跟隨校隊回家，路線          

路線一：校門富怡花園富景花園(在 62 號小巴站解散) 

路線二：校門小西灣邨、富欣花園及藍灣半島(在富欣 7-11 便利店門前解散)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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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