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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無限，繼續奮進 

 

開學了，歡迎一年級的同學和家長，以及各位插班生和家長，加入培僑小學這個可愛的家！ 

 

去年，我們以「感恩」為主題，以「知-情-意-行」的模式，培養學生體驗一切得來不易，當

知感恩的情懷。在師生共同努力及家長的積極配合下，成效顯著，值得引以自豪！今年，我們將

如何發展呢？ 

每年 9 月初，學校都為家長舉辦課程日，介紹當年的發展計劃及重要事項。今年課程日定於

9 月 9 日（星期日）進行。當天，本人還將與大家分享如何預防「被洗腦」的方法。此外，各任

教中、英、數的老師亦會在課室講解各科的教學目標及課程內容，更會講解五年級校內呈分試的

要求。每年出席「家長課程日」的人數都十分踴躍，禮堂總是擠得水洩不通，遲來者，可能須在

課室觀看直播。詳情請細閱以下說明。 

培僑小學踏上第十三個年頭了，我們不敢鬆懈，仍將秉持一直以來的「嘗試、探索、更新、

追求卓越」的願景，為學生在學業及身心的成長，繼續奮進！ 

 

家長課程日及升中講座 

 

當天上午(9:00-12:30)的對象是一至五年級家長，因座位有限，學生不必出席(亦可回校看圖

書)；而下午(2:00-4:00)的對象是六年級家長，歡迎學生與家長一同出席。校方會介紹中學資料及

解說選校策略，家長務請出席，以免影響子女升中前途。請於 9 月 5 日前交回回條，並請當天準

時出席。此外，當天為選舉日，本校是投票站，入門時，請留意指示，以免誤入投票區。 

 

齊心預防傳染病，健康學習有保障 

 

近年各種傳染病如流感、手足口病及腸病毒等經常威脅市民的健康，甚至導致學校停課，需

要我們齊心預防，保障學生有正常的健康及學習。讓患上流感或其他傳染病的子女上學，不但會

傳染他人，更會因自身抵抗力弱而染上其他疾病，造成交叉感染，嚴重威脅患者的生命安全。因

此，學校要求家長不可讓患有傳染病的學生上學，而學校一旦發現，亦會要求家長到校帶回子女。

另外，為減少感染的機會，家長如非到校務處辦理校務或到「閱讀小天地」帶領學生閱讀圖書，

早會前一律不可進入校園，請家長留意並積極支持。校方會監察校內情況，可能隨時暫停增加互

相傳染的活動。另外，請家長在家課冊每日專欄中寫下子女當天早上的體溫。現細述各方注意事

項如下： 

 

個人應有的衛生習慣： 

 保持雙手清潔，並用正確方法洗手； 

 避免接觸眼、鼻及口，因病菌從此途徑進入人體；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掩口鼻； 

 雙手如被呼吸道分泌物污染，例如打噴嚏或咳嗽後，應立即用皂液洗手； 

 不要隨地吐痰，應將口鼻分泌物用紙巾包好，棄置於有蓋垃圾箱內； 

 有呼吸道感染症狀或發燒時，應戴上口罩，並及早求醫。 

 

（續見背頁） 

 

 

各位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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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各項是教育局的指引，謹請家長留意，並切實執行： 

 每天須在子女離家上課前為他們探熱並在家課冊記錄體溫及簽署(見附件)； 

 如學生有發燒情況（體溫高於華氏 99.5℉或攝氏 37.5℃），則不應上學； 

 如學生有感冒徵狀，必須留在家中休息，待退燒後 48 小時，才可回校復課； 

 受腸病毒 71 型感染的學童在所有病徵完全消失後兩週內都不要返校； 

 與學校合作，將患病學生從學校接走，並即時求診； 

 如學生有不適或需要留院觀察，家長便需立即通知學校； 

 為子女提供手帕或紙巾，並提醒子女不應與他人共用毛巾或紙巾； 

 

如有緊急情況，或突然停課，請家長留意學校網頁及內聯網的有關公佈，與學校保持聯絡。 

 

減輕書包重量 

 

過重的書包可令學生因負荷過重而身體疲勞。根據衛生署的建議，學童不應長時間背負超過

體重 15%的書包。有調查顯示，課本大約只佔小學生書包重量的兩成，而書包過重的主因是載有

大量其他物品，例如練習簿、水壺、文具、食物盒和其他雜物。要有效減輕學童書包重量，實有

賴各方面人士的共同合作。家長方面，可採取以下措施： 
 

 培養子女執拾書包的習慣； 

 避免帶不必要的物品； 

 善用學校的飲水機(帶空水壺或只載少量飲水)； 

 選購水壺、文具或書包時，注意重量； 

 量度體重及書包重量，提高警覺； 

 

歡迎家長與班主任聯絡，就減輕書包重量，加強溝通。其餘校務，分述如下： 

 

1. 校舍開放日：為使各幼稚園 / 幼兒園家長了解本校辦學理念、設施等，特安排於 9 月 16 日(星

期日)下午 2:00 至 5:00 開放，並安排教學展示、學生表演等；歡迎您向親友介紹，

亦歡迎本年度插班生的親友及家長乘便來校瀏覽。 
 

2. 校曆：學校的假期、考試、家教會例會及重要事項，已詳列學生手冊，請留意有關安排。其中

有倒三角   的日子只上半天課，中午 12:25 放學。校曆中，日期加圈的星期四(如)，

表示當天有多元智能活動，參加者放學時間如常，不參加者及在劃有底線的星期四，放

學時間為下午 2：10，請留意。 
 

3. 課後延伸服務：此項免費服務，專為父母須同時出外工作而家中乏人照料的學生而設，學生可

留校至 5：00，由教學助理看顧，學生自行完成家課。申請表隨通告發給一年

級新生；其餘學生如有需要，可於下星期一(9 月 10 日)開始直接到校務處索取。

完成甄選後，將另行通知，服務約於 10 月 3 日開始。 
 

4. 訂閱報章：有意訂閱文匯、星島、明報、Junior Standard 或 Goodies（一至三年級）者，請

參考並填妥附頁的回條，連同所需費用，在 2012 年 9 月 10 日（星期一）或以前，

交圖書館鄧老師代辦。 

備註： 1）Goodies 是本校四至六年級英文科指定讀物，有關訂閱詳情另見英文科稍後發出的通告。 
2) 明報「網上互動學習」試閱版：http://life.mingpao.com/primaryschool_dummy2013.pdf 
3) 星島報系贈品簡介試閱：http://edu.singtao.com/subscribe_gift.asp 

http://life.mingpao.com/primaryschool_dummy2013.pdf
http://edu.singtao.com/subscribe_gif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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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童保健：若學生同時參加「學童健康服務」及「學童牙科保健服務」兩項，家長只須填

寫一份申請表。前者免費，後者須交$20；請細閱附上的單張及表格。參加者

必須於 9 月 10 日前填妥回條交回。參加牙科保健者，須連同支票$20 交回(抬

頭：「培僑小學法團校董會」，支票背面註明：牙科保健、班別及姓名)。家長亦

可在指定日期以八達通交付，逾期恕不辦理。 

【拍卡日期：12/9(一年級)、13/9(二年級)、14/9(三年級)、17/9(四年級)、18/9(五年級)、19/9(六年級)】 

6. 按時(12:10p.m.)送飯：因師生人數眾多，中午時間使用升降機情況，十分緊張，因此如非緊

急情況，家長於上午 11：45－1：45，請勿使用升降機。而不在校內

訂午餐的學生，務請家長於指定時間 12:10p.m.前送飯到地下有蓋操

場，交由學校工友送上各樓層。二至六年級的學生必須自行進食，家

長不可進入課室，以免影響學生成長。 

7. 小一新生備忘：上課第一周(9 月 3 至 7 日)提早於中午 12:30 放學並回家午膳。9 月 10 日起，

依正常時間，即下午 3:45 放學。 

8. 家教會選舉：本校家教會在支援、配合學校工作及家校溝通方面，發揮重要角色，成效卓越。

家教會各理事的貢獻，使校務不斷改善。今年，正值家教會選舉年，選舉通告將

於 9 月 7 日派發，9 月 10 日至 10 月 3 日為提名期，投票期為 10 月 15-19 日，

希望各家長積極參與，為學校發展共同努力！詳情請留意家教會通告。 

9. 喜訊： 

劍橋英語試 

姓名、班別 比賽項目 獲得成績 負責老師 

6A 譚學端 第三級

-Flyers 

15 個盾(滿分)  

 

 

邱碧姬老師 

黃浩文老師 

黃穎詩老師 

6A 陳斯朗、6A 何紀言、6C 周冠群 14 個盾 

6B 林嘉敏、6C 鄧文嫣 13 個盾 

5A 程琦斯、5A 馮柏謙、5A 陳民望、5C 陳曉琳
5D 李檉侕、5D 吳穎嘉、5E 黃家妍 

第二級

-Movers 

15 個盾(滿分) 

5A 張家淇、5A 廖詠勤、5A 譚樂然、5B 李淳鈺 

5C 吳潁鍶、5C 曾慧宜、5C 甄偉然、5D 陳溢禧 

5D 梁嘉盛、5D 梁家瑜 

14 個盾 

5A 曲菁妍、5A 顏卓賢、5C 文翊淇、5C 吳文欣 

5D 陳啓樂、5D 麥巧瑤、5D 施宣哲、5E 高家慧 

13 個盾 

4A 麥家浩、4A 黃銘萱、4A 李海悅、4A 蔡妤楹

4A 潘婉婷、4B 練錦臻、4C 陸雪藍、4C 楊苑薇

4C 何展熙、4C 魏文懿、4C 楊承軒、4C 林子鋒

4D 陳子桐、4D 鄭覺康、4E 張祐誠、4D 吳聖邦

4D 胡穎雯、4D 許  靖、4D 易慧芯、4D 溫雅雯 

 

第一級

Starters 

15 個盾(滿分) 

4A 尹子謙、4A 楊朗希、4C 賴凱卓、4D 王俊日

4D 蕭以軒 

14 個盾 

4A 區澤生、4A 羅思慧 13 個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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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關愛基金午膳津貼：凡獲得 2012/13「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並在校內訂飯的學生，由獲

批全額津貼的日期起，可獲全額午膳津貼，費用由學校直接交予承辦商。

若「全額」資格，其後被確認為「半額」，則家長須補交午饍費用。因家

長已支付 9 月份餐單，校方會於稍後安排合資格學生的退款，並公佈參

與該計劃的詳情。 

 

11. 中秋花燈設計比賽：為了鼓勵學生展現藝術才華，視覺藝術科將於 9 月份舉辦「中秋花燈設

計比賽」。是次參賽作品將有機會於國慶日(9 月 28 日)在校園展出。有意

參加者，請填寫回條，連同港幣 5 元正的材料費(包括圓球花燈、彩色棉

紙及馬拉紙；以八達通支付)，參賽名額限於首 100 名交通告的學生，先

交先得。八達通扣數日期為：20/9(一、二年級)、21/9(三、四年級)、24/9(五、

六年級)。參賽作品須於 9 月 18 日至 21 日期間交回閱讀小天地的「中秋

花燈收集處」。如有疑問，請向視藝科科主任盧家敏老師查詢。 

 

12. 缺席取家課：家長可到校務處為因病或事缺席的學生拿取當天家課；另外，校車保母須專注

學生上落安全，不會代學生拿取或交回家課。 

 

13. 珍惜學習，勿輕取旅遊假：請家長勿因方便或價廉而在上課日，與子女請假外遊，以免影響

學生輕視學習；凡因此請事假者，校長都會親自接見，了解情況，

並會安排學習任務。敬請留意！ 

 

14. 尋寶夜延至 10月 12日：上學年 6 月底因天氣影響，「尋寶夜」須延至本學年 10 月 5 日，現

因本教育機構活動，二至四年級尋寶夜再度延至 10 月 12 日舉行。 

 

15. 為環保自備餐具：請鼓勵在校就餐的學生自備餐具，另外，請勿在校內清倒剩餘食物，以免

堵塞去水道。  

16. 全校通告：學校習慣在星期五派發全校通告，請家長留意。 

 
 

                       

 

校    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 連 文 嘗 )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日 



 5 

 

致：培僑小學  檔號：C12-001(a) 

回條：家長會 

本人 

 將依時 出席 9 月 9 日家長會，出席者共_______人。 

(註﹕一至五為上午 9 至 12:30，六年級為下午 2 至 4 時) 

 
 

 未能出席，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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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2-001(b) 

回條：牙科保健 

(截止日期為 9 月 10 日，逾期無法辦理。參加者須連同申請表格一同交回，不參加者，亦須交回。) 
 

本人同意子女參加牙科保健，並 

□ 同意於本人子女八達通卡在以下指定日期扣除$20 正 

【拍卡日期： 12/9(一年級)、13/9(二年級)、14/9(三年級)、 

17/9(四年級)、18/9(五年級)、19/9(六年級)】 

□ 付上支票 20 元(抬頭：培僑小學法團校董會)，編號：_________________ 

(支票背面或信封面請註明：牙科、學生姓名及班別)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班別：＿＿＿＿＿＿＿(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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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培僑小學                                     C12-001(c) 

回條：視覺藝術科－中秋花燈設計比賽 

(請適當□，不參加者，不須交回) 

本人   □同意 我的子女參加中秋花燈設計比賽，並同意於以下日期：20/9(一、二年級)、21/9(三、

四年級)、24/9(五、六年級)由我子女的八達通扣除$5 材料費。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  )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6 

致：圖書館主任  檔號：C12-001(d) 

2012-2013 訂閱報章回條 

本人有意訂閱以下日報： 

請在適當的□內 包括之優惠 
全年費用 

（請在適當的□內） 支票抬頭 

□  明報（印刷版） 
版面包括：要聞、教育、

副刊、娛樂、體育、財經、

地產、通通識（周一、

四）、教得樂（周二）、

Smarties （周三）、

Smarties’ Power 

English（周五） 

1. 送「網上互動學習」（每人免費獨立帳戶一年），包括： 

「通識網」、「英語網」及明報知識寶庫 

2. 送教育叢書「中國百科之名人小故事」一本 

 

試閱版：

http://life.mingpao.com/primaryschool_dummy2013.pdf 

 

□ $2.5 x 163 日=$407.5 

(小一至小三適用) 

 

□ $2.5 x 161 日=$402.5 

(小四至小五適用) 

 

□ $2.5 x 160 日=$400 

(小六適用) 

明報報業 
有限公司 

 □ 明報電子報 
（學生版） 

-內容與格式跟印刷版
面相同 

-可隨時網上重溫 

-附設電子剪報功能 

1. 全年 365天閱報 

2. 送「網上互動學習」（每人免費獨立帳戶一年），包括： 

「通識網」、「英語網」 

3. 送教育叢書「中國百科之名人小故事」一本 

全年訂閱 $300 

 

（每日約需$0.8） 

訂閱者名下的 

校外電郵信箱： 

□ 星島日報 
    （優質計畫） 

版面包括： 

港聞、國際新聞、教
育、家長版、娛樂、體
育、副刊、財經、陽光
校園+星島兒童報 

1. 送《2012 趣趣生活通識》、《錯別字互動遊戲》
2. 免費享用《星島教育網》及《星島通識網》 

3. 免費享用《星島新聞網搜尋器》及《星島教育網
搜尋服務》 

4. 逢周四優先免費換領《親子王》周刊 

□ $2.5 x 163 日=$407.5 

(小一至小三適用) 

 

□ $2.5 x 161 日=$402.5 

(小四至小五適用) 

 

□ $2.5 x 160 日=$400 

(小六適用) 星島有限
公司 □ 星島日報 

（中英雙語計畫） 

版面包括： 

港聞、國際新聞、教
育、家長版、娛樂、體
育、陽光校園+星島兒
童報、Junior Standard 

1. 送《2012 趣趣生活通識》、《錯別字互動遊戲》
2. 免費享用《星島教育網》及《星島通識網》 

3. 免費享用《星島新聞網搜尋器》及《星島教育網
搜尋服務》 

4. 逢周四優先免費換領《親子王》周刊 

□ $2.2 x 163 日=$358.6 

(小一至小三適用) 

 

□ $2.2 x 161 日=$351.2 

(小四至小五適用) 

 

□ $2.2 x 160 日=$352 

(小六適用) 
 
□ 文匯報 
（版面包括： 

學生精裝版, 不含廣
告、馬經） 

 

1. 送$100 購書劵 

2. 送「5**匯通識」的參考資料 

 

□ $1 x 163 日=$163 

(小一至小三適用) 

 

□$1 x 161 日=$161 

 (小四至小五適用) 

 

□$1 x 160 日=$160 

 (小六適用) 

香港文匯報
有限公司 

□ Goodies + 
English for 
Kids online 

  （逢星期一及 
星期三出版） 

 

2 premiums： 

a.  Goodies in liberal studies 2012 

b.  《Idiom Magic》eBook version 

 
□ $1.5 x 66 日=$99 

(小一至小三適用) 
 

Sing Tao 
Limited 

 

備註： 

1. 訂報日期：由 2012 年 9 月 17 日至 2013 年 6 月 28 日（不包括：星期六、日、學校假期、教育營、户外

學習日、畢業營、運動會。12月 20至 21日、2月 18至 19日及 3月 26日） 

2. 小四至小六因需參加教育營及畢業營，不必回校上課，故此分別扣除二天或三天。 

3. 不同報章的訂款需用不同封套分開密封，或分別開列支票，支票背面寫上：班別、學生姓名、及家長聯絡

電話，並預備半年內過帳之款項。 

4. 最後接受訂閱日期：2012 年 9 月 10 日（星期一）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 (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http://life.mingpao.com/primaryschool_dummy2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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