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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家長：                                                              C11-211 

文武雙輝 

  近日本校學生在學界比賽中再創佳績，而且不論在靜態或動態項目中，都有出色的表現。 

  本校學生參加「第十四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共獲多個獎項（詳見喜訊），而且 5C

班鄧文嫣同學更榮獲金獎，並將代表港島區參加總決賽角逐全港冠軍。感謝楊婧老師的指導及各同

學的努力！ 

  體育方面，本校學生在學界港島東區乒乓球比賽中，經歷一場又一場扣人心弦的龍爭虎鬥，戰

情峰迴路轉，最終，同學們在劉家俊老師的精心策略及臨場激勵下，表現超水準，力克勁旅，分別

贏得男子乙組及女子甲組的冠軍，將代表港島東爭奪全港冠軍。感謝劉家俊老師及鄭國釗老師傾盡

心力，指導學生不斷超越；感謝各同學刻苦努力，遇強越強，展現飽滿的體育精神，最終贏得驕人

成績！( 其中一場賽事，可在以下網址欣賞：http://youtu.be/30pt8QVNQsc ) 

 此外，由陳家慧老師訓練的女子粵語集誦隊，繼獲邀在香港電台作優勝者演出後，再獲邀於「東

區學校音樂舞蹈朗誦欣賞會」中表演(19/5 日，下午 2 時半，西灣河文娛中心)。再次感謝陳老師及

各同學一再犧牲休息時間，反覆練習，精益求益！  

喜訊： 

2011-2012 年度港島東區校際乒乓球比賽 

班別、姓名 獎項 指導老師 

4C 陳曉琳、6D 李佩蓉、6D 饒藝桁、6E 易慧琪、6E 鄭芷琪 女子甲組冠軍  
劉家俊老師 

鄭國釗老師 
4A 馮柏謙、4A 鄭晉生、4D 羅啟耀、4D 譚宏飛、5A 曹子浩

5A 伍焯綸、5C 鄭康廷、5D 鍾樂然 

男子乙組冠軍 

6B 陳建熙、6B 李浩誠、6C 袁嘉宏、6D 蘇柏熹、6E 蘇俊宇 男子甲組八強 

 
 

第十四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班別、姓名 獎項 指導老師 

5C 鄧文嫣 金獎  

楊 婧老師 
4D 陳啟樂、5C 伍卓禧、6D 劉思穎 優異星獎 

3A 陸雪藍、4C 廖文俊、5C 陳煒東 優異獎 

1D 許婧怡、2A 趙敏燁、2C 熊子逸、4C 曾慧宜 良好獎 

 
港島東學界男子籃球比賽 

班別、姓名 獎項 指導老師 

4A 陳錦鋒、4C 廖文俊、4C 孔嘉謙、4C 趙家駿、4D 張志聰 

4D 許俊賢、5A 張偉熙、5B 畢喬迪、5C 何敦頤、5E 麥柏豪 

5E 黃溢濤、5E 葉永添、6A 黃漢銘、6B 呂小龍、6B 譚鑫明 

6C 郭浩霖、6C 袁嘉宏、6D 朱行峰、6D 林力恒 

 

男子組殿軍 

 

梁錦輝老師 

陳錦智老師 

（續見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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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姓名 比賽名稱 獎項 

6C 袁嘉宏 全港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冠軍 

3C 吳柏廉 卓嘉體藝學社卓嘉聯賽 男子 2003年組 300米滾軸溜冰 殿軍 

1D 何臻熙 第三屆「小棋聖盃」全港學界棋藝大賽—圍棋兒童 A 組 優異獎 

 

遠方來客，專業交流 

 

 三地同題異教：5 月 11 日，來自南京遊府西街、深圳福田荔園小學及本校的老師在培小進

行小三數學及小六語文科的同題異教。三地教師根據相同的課文在不同的班

別以不同的方法進行教學，然後討論交流，互相學習。本校執教的老師分別

是吳佳筠副校長及楊婧老師； 

 

 韓國校長到訪：受教育局委託，本校將於下周一(21/5)下午接待來自韓國的 20 位校長；屆時

本校學生英語大使將帶領來賓了解校園生活。 

 

試後上課安排 

 

由 6 月 14 日開始，學生放學時間為下午 2：10 分(而 8/6-13/6 考試的放學時間為正午 12：00)。

為使學生能有平衡的學習，我們會縮短每一節的時間而維持每天 8 節，因此，學生須依全日上課

的時間表準備 8 節上課的內容，包括體育、視藝及音樂等科目。請家長留意！ 

 

更改活動日期 

 

 尋寶夜由原定的 6 月 22 日晚改為 6 月 29 日晚；而「成功父母學堂畢業晚會」及「答謝家長
義工晚會」則改於 7 月 6 日晚進行； 

 

 小一新生家長日及購買下學年一年級書簿，由 6 月 30 日改為 7 月 7 日上午進行。 

 

午膳事項兩則 

 

 午膳問卷調查，共發出 698 份問卷，收回 465 份，回收率為 67%，調查結果已在校網的最新

資訊欄公佈。 

 選擇下年度午膳供應商的試食會，將於 5 月 25 日的午膳時段在一樓平台進行，現誠邀一至五

年級有為子女訂購午膳的家長出席，名額 15 人。有意參加的家長可致電(2897 7866)校務處陳

煥貞書記，超出名額，則以先到先得決定。另外，學校亦會從二至五年級挑選學生代表，每班

1 人，由班主任推薦。教職員及午膳委員會成員將監察試食會的進行。 
 

校    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 連 文 嘗 )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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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課程 

 

為了豐富同學的暑期生活，學校將開辦兩個暑期課程，全部以先報先得，同日則以抽籤決

定，不夠最少人數則取消開班，詳情如下： 

 

(a) 足球班 

教練：《阿仙奴(香港)足球學校》導師 

人數：25 人一班(最少 15 人)      費用：$730 

地點：七樓球場或地下操場 

活動班別及時間： 

 

班別 A 班(現就讀小一至小二) B 班(現就讀小三至小五) 

上課日期(共十二堂) 

（逢星期二、四上課） 

17、19、24、26、31 / (7 月) 

2、7、9、14、16、21、23/(8 月) 

時間 上午 9:30-11:00 上午 11:00-中午 12:30  

 

(b) 乒乓球興趣班 

   教練：李源新先生  

   費用：$360 (包括一名主教及一名助教，但不包括乒乓用品，例如乒乓球等) 

   人數：20 人一班(最少 14 人)    地點：一樓平台 

  活動班別及時間： 

 

班別 初班 進修班 

上課日期 (共七堂) 

（逢星期四上課） 

 19、26 / （7 月） 

2、9、16、23、30 /（ 8 月） 

時間 下午 12:30-2:30 下午 2:30-4:30  

   

 學習內容：初班–教授正反手攻球、發球、接發球、推擋、步法。 

           進修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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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班及進修班不按年級收生，同學可按自己的能力及需要選擇適合的班別。 

備註：以上活動皆無校車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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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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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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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培僑小學：                                                                C11-211(a) 

回條：暑期足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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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 A/B 班，並  

(1)□付上$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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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有需要，背面課程內容，可再次派發給報讀的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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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培僑小學：                                                                C11-2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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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班 / 進修班，並  

 

(1)□付上$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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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有需要，背面課程內容，可再次派發給報讀的學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