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80 

160 

 

 
各位家長：                                                              C11-228 

考試結束了，學習不停步！ 

 

為豐富學生學習經歷，試後將有一連串活動，請有關班別留意，其餘時間則進行試後回饋或如

常上課，詳情如下： 
 

日期 活動  負責老師 

15/6(五)  書展講座 P.1-6 楊奕芳老師 

運動員頒獎禮 P.4-6 梁錦輝老師 

數學遊蹤 3E 黃家茵老師 

18/6(一) 數學遊蹤 2C、2D、3B 吳佳筠、何月蓉、廖惠儀老師 

19/6(二) 數學遊蹤 1D、2B 蔡碧卿、黃清洪老師 

20/6(三) 數學遊蹤 1B、2E 廖惠儀、劉慧萍老師 

21/6(四) 數學遊蹤 3D 吳佳筠老師 

22/6(五) 數學遊蹤 1C 劉雅莉老師 

感恩總結會 P.1-6 蔡曼粧老師 

25/6 (一) 數學遊蹤 3A 李文傑老師 

常識問答比賽 P.1-4 尹靄怡老師 

26/6 (二) 書展 P.1-6 楊奕芳老師 

數學遊蹤 1A、1E、2A 文寶珊、黃家茵、張儀老師 

27/6(三) 書展 P.1-6 楊奕芳老師 

數學遊蹤 3C 張儀老師 

28/6 (四) 魔術表演 P.1-6 劉亦怡老師 

羅定團分享會 P.4-6 鄭貫虹老師 

29/6(五) 音樂表演 P.1-4 關慧慈老師 

畢業禮預演 P.3-5 石詩蘭老師 

常識問答比賽 P.5 尹靄怡老師 

3/7(二) 喜閱寫意日 P.1-2 潘和華老師 

欖球示範 P.4 梁錦輝老師 

4/7(三) 語文知識大賽 P.3 潘和華老師 

參觀香港藝術館 4B、4D、4E 盧家敏老師 

參觀培僑中學 P.5 劉雅莉老師 

5/7(四) 朗誦馬拉松 P.1-3 潘和華老師 

語文知識大賽 P.4 潘和華老師 

6/7(五) 戲劇表演 P.1-3 周紫燕、馬佩珊老師 

朗誦馬拉松 P.4-5 潘和華老師 

9/7(一) 普通話遊戲日 P.1-6 楊婧老師 

10/7(二) P.1 Talent Show P.1-4 何佩恩老師 

科學探究活動 P.5 鄭貫虹老師 

參觀香港藝術館 4A、4C 盧家敏老師 

11/7(三) 壁球示範 P.1-2 Jason 哥哥 

 科學探究活動 P.2-4 鄭貫虹老師 

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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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課節變動︰下學年開始，本校將應教育局要求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並須設立專門課節進行， 

          因這一科與現有的常識科部份內容重疊，所以常識科將減少一節而改為「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是項安排將於一年級及四年級開始，然後逐年延展至各級。如想了解「德

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宗旨，內容及教學策略，可瀏覽教育局以下網頁︰ 

www.edb.gov.hk/cd/mcne 。  

           

另外，為增加非普通話班學生上中文科的課時，下年度開始，三至六年級的非普通話班

每周將減少一節普通話課，改為上中文課。而一、二年級非普通話班則維持每周兩節普

通話班。這項變動並不影響普通話班的現有安排。為加強學生運用普通話的能力，有關

老師將強化學習普通話的校園文化，如設「普通話日」、「午間故事」等活動。 
 

更改放學路線：鑑於富怡道及小西灣道的地面過路設施狹窄，放學時使用該兩處斑馬線的人數眾

多，相反，新建成的小西灣市政大樓設有寛敞的行人天橋，師生安全，有更大的

保障，因此，本校已更改放學校隊路線。新的路線安排如下：    

出校門轉右經市政大廈過富欣道(在 7-11 便利店門前解散) 
 

在新的安排下，部份學生須在市政大廈上行人天橋過馬路，然後自行回家 
 
暑期校內書展：為了培養學生廣泛閱讀的興趣，本校將舉辦暑期書展，歡迎家長根據下列時間到

校與子女一起選購心愛的書籍，詳情如下: 
 

日期： 2012 年 6 月 26 及 27 日(王淑蓮小姐星期二、三) 

時間： 星期二 12:45Pm–3:00 Pm (學生照常上課) 

 星期三 8:30Pm–3:00 Pm (學生照常上課) 

地點： 本校禮堂 

書商： 景行書店及中華書局 

內容：-展出各類受歡迎的中英文課外書籍及字典 

-香港作家王淑蓮小姐講座暨簽名會  
   

日期 時間 前往書展級別 講座暨簽名會 

26/6 

(星期二) 

 

9:05-10:15  四至六年級前往禮堂參加作家王淑蓮小姐講座 

10:15-12:20 

(小息) 
 作家王淑蓮小姐於禮堂舉行簽名會，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前往 

12:45-14:10 四、六年級 
王淑蓮小姐將於 

下午 12:20離校 
(放學後) 

14:10-3:00 

自由時段 

(歡迎老師、家長及學生前往) 

 

 

日期 時間 前往書展級別 

27/6 

(星期三) 

 

8:30-10:15 三、五年級 

10:35-12:20 一、 二年級 

12:45-14:10 彈性時間(老師可根據需要作出安排) 

(放學後) 

14:10-3:00 
自由時段(歡迎老師、家長及學生前往) 

http://www.edb.gov.hk/cd/mcne


 3 

全港性系統評估(TSA): 小三將於 6 月 19 日(二)及 20 日(三)在校內進行全港性系統評估(中﹑英及

數筆試及中英文聆聽評估)。6 月 22 日(五)上午為後備日，假若評估當天即

19 及 20 日因天氣而停課，評估將順延至 6 月 22 日(五)上午進行，請家長

留意並督促子女溫習。安排如下： 
 

日期 2012 年 6 月 19 日(星期二) 2012 年 6 月 20 日(星期三) 

考核內容 中國語文-閱讀﹑聆聽﹑寫作 數學 

英國語文-聆聽﹑閱讀和寫作 

備註 *評估採用 OSM 形式作答，同學們必須帶備所需文具: 

(HB 鉛筆或鉛芯筆﹑有刻度的間尺、擦膠。) 

  

喜訊： 

第十九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2012(華夏區) 

班別、姓名 獎項 指導老師 

5C 陳康明 金獎 黃鷺霞老師 

6D 黃昊燊 銅獎 文寳珊老師 
 
 

2012 世界奧林匹克數學競賽（香港區）選拔賽 

班別、姓名 獎項 指導老師 

5C 陳康明、5C 邵家聲 銀獎 黃鷺霞老師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比賽晉級賽 

班別、姓名 獎項 指導老師 

6D 黃昊燊 小六三等獎  
 

文寳珊老師 

黃鷺霞老師 

 

6D 劉  臻 小六二等獎 

5C 陳康明 小五三等獎 

5B 林浩希 小五二等獎 

5C 邵家聲 小五一等獎 
 
 

第十二屆全港學屆普通話傳藝比賽 

班別、姓名 比賽項目 獎項 指導老師 

5B 陳蔚然 
晚會主持二人組 季軍 / 

高小組 散文 優良獎 
 

 

問卷調查： 請家長協助填寫背頁的「多元智能時段」課程問卷調查並於 6 月 20 日前交回，以便我 

們改善工作，為您的子女提供更佳的服務。 

 

溫馨提示：今天晚上 7 時至 9 時在地下會議室舉行家教會例會，歡迎家長列席。 

 

校    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 連 文 嘗 ) 

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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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培僑小學：                                                   檔號：C11-228(a) 

回條：下學年放學辦法 

(請在適當方格加 表示，於 6 月 29 日前交回) 

 

本人子女於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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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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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