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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展示及開放日 
 

本年度教學展示及開放日將於 12 月 16 日(星期日)分別在上下午進行(翌日 17/12 補假)。上

午進行教學展示，對象為本校家長，下午進行開放日，對象為公眾人士及本校家長。詳情如下： 
 

班別 科目 任教老師  班別 科目 任教老師  班別 科目 任教老師 

1A 中文 施輝蓉  2E 常識 關慧慈  4D 數學 文寶珊 

#1B 中/英 楊紅 / 楊奕芳  3A 英文 陸泳賢  4E 英文 林寶珊 

1C 數學 黃鷺霞  3B 中文 陳家慧  5A 英文 馬佩珊 

1D 中文 黃清洪  3C 數學 陳天呼  5B 常識 梁錦輝 

1E 英文 何佩恩  3D 常識 梁翠兒  5C 英文 黃穎詩 

2A 數學 廖惠儀  3E 英文 Ms. Tighe  5D 數學 陳錦智 

2B 中文 許金叶  4A 英文 歐陽月玲  5E 音樂 饒  雯 

2C 數學 劉雅莉  4B 常識 鄭貫虹  5R 英文 余日昇 

2D 數學 蔡碧卿  4C 中文 王珮淇     
 
請留意，1B班改為在下午的開放日展示中文及英文課(詳情稍後由班主任通知家長)。 
 
由於課室空間及座椅數量所限，每課室只能容納約 25 位家長觀課，因此，屬該班的家長會

優先，其次為同級家長。若需求超出容額，則按次選意願安排，如此類推，綜合處理，請家長體

諒！  
 
是次觀課是正規課程的一部份，所教授內容亦屬測驗、考試範圍，學生如缺席，學業成績亦

會受到影響，若確因重要事情缺席，則須依正常程序辦理告假，否則作曠課論；此外，因場地、

設施及管理等問題，六年級不安排教學展示，部份學生會被邀回校協助工作。當天時間安排如下： 
 
上午  9：30          學生到校（如常集隊） 

      9：50         家長開始進入課室(務必準時，遲到者可能無法進入課室) 

     10：00-10：40  觀課進行 

     10：40-11：10  教師即場說課及家長回應 

     10：40         第一批學生回家(自行離校或家人到校接回) 

11：15         第二批學生回家(乘校車及需等候家長完成討論的學生) 

 

有意出席的家長請填寫回條最遲於 11 月 23 日交回，逾期或未能安排。出席劵將於 12 月 6 日發

出。 

 

 

(續見背頁) 

各位家長：  C12-101 



 2 

 

親子聖誕帽設計比賽：視覺藝術科將於 12 月份舉辦「親子聖誕帽設計比賽」。是次比賽除了讓學生

有發揮創意才能的機會，更能促進親子之間的關係。參賽作品將有機會於

聖誕聯歡會(12 月 21 日)，由參賽者戴上在禮堂作真人展示。如有疑問，請

向視藝科科主任盧家敏老師查詢。有意參加者，須以八達通支付材料費(包

括聖誕帽、UHU 膠、小裝飾物及戟絨布)港幣 12 元正；扣數日期為：3/12(一

年級)、4/12(二年級)、5/12(三、四年級)、6/12(五、六年級)。請填寫回條，

於 11 月 23 日前交回。參賽作品須於 12 月 14 日至 19 日期間交回閱讀小

天地的「聖誕帽收集處」。 

 

喜訊： 

班別、姓名 比賽名稱 獎項 

6A 楊靜雯  

2012-2013 港島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甲組 50 米蝶泳-銀牌 

4A 譚雪瑩 女子乙組 50 米蝶泳-銀牌 

女子乙組 50 米背泳-銅牌 

4A 吳柏廉 2012 年國際武術散打邀請賽 亞軍 

  

家教會旅行攝影比賽得獎者：1D 劉卓翹；2B 黃曉嵐；2D 黃曉峰；2D 趙  盈；3A 林  希 

 

成功父母學堂溫馨提示(已報名的家長請帶同學員護照及預留時間出席)： 

日期 時間 專題/興趣班 對象 主講嘉賓/導師 

16-11-2012 

（星期五） 
7:00-9:00p.m. 

親子健康講座： 

「認識自然療法，提昇孩

子免疫力」 

各年級家長

及學生 

陳鑾香博士 

四川成都中醫藥大

學醫學博士(針灸) 

23-11-2012 

（星期五） 
7:00-9:00p.m. 

親子工作坊 : 

「數學智力遊戲 2012，

如何提升高階思維及解

難能力?」 

小三至小六

學生及家長 

龍德義先生 

現任中學校長 

30-11-2012 

（星期五） 

 

7:00-9:00p.m 
家長講座: 

「升中全攻略」 

五、六年級

家長及學生 

劉雅莉主任 

歐陽月玲主任 

溫馨提示： 

 26 /11 公佈小一「自行分配學位」結果，入選者須於 28-29/11 到校辦理註冊手續； 

 27/11 是日舉辦秋季書展，歡迎家長到校選購圖書，請預留時間，詳情稍後通知。 

 

                       

 

校    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 連 文 嘗 )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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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培僑小學                                                         檔號：C12-101(a) 

回條：教學展示 

( 請  適當□ 及於 11 月 23 日或之前交回；乘校車者，請留意上車時間) 
 

1. 本人有意出席以下觀課活動(請按意願在□內以 1、2、3 表示) 

□ 本人子女就讀的班級，即      班； 

□ 同級其他班：     班       科；   □ 其他級別：      班      科； 

出席者共      人 (最多 2 人，按供求分配，以獲發出席券作實，同行小童須往圖書館或電腦室)。 

 
 

2.  □ 本人同意子女將於 12 月 16 日(星期日)早上 9 時 30 分回校上課。 

(乘校車者請留意下列各站頭上車時間，並請表示當天乘車意願：  

她/他   □ 早上於站頭乘校車上學   □ 早上不乘校車上學 ) 
     

學生回家辦法： 
    

□ 自行回家(上午 10：40)     □ 由家人接放學(上午 10：40) 

□ 跟平日校隊(上午 10：40)   □ 乘校車(上午 11：15 由學校開出) 

□ 等候家長完成觀課活動後接回家(上午 11：15) 
 

學生姓名：              (    )     班別：          

家長姓名：                        簽署：                   日期：               

 

教學展示日早上學生到達各站頭時間﹕ 

A 車地點 時間 B 車地點 時間 C 車地點 時間 D 車地點 時間 E 車地點 時間 F 車地點 時間 

興華二期 8:50 興華一期 8:40 堡壘街 8:15 欣景花園 8:30 杏花街市 8:46 山翠苑 8:35 

峰華邨 8:53 華泰大廈 8:40 康怡廣場 8:20 東欣苑 8:30 杏花 31座 8:48 興民邨 8:35 

連城道 8:56 翠灣邨內 9:00 鯉景灣 8:30 東熹苑 8:33 杏花 38座 8:50 東區醫院

宿舍 

8:40 

福翠樓 9:00   東旭苑 8:33 耀東邨 8:37 杏花 50座 8:50 康翠台 8:42 

商場 9:00   愛蝶灣 8:35 興東邨 8:37 警察宿舍 8:55 新翠花園 8:50 

宏德居 9:00     天悅 8:38     

    漁灣邨郵局 9:00  俊峰花園 8:40     

    富城閣 8:55 明華大廈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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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培僑小學                                    C12-101(b) 

回條：視覺藝術科－親子聖誕帽設計比賽 

(請適當□，不參加者，不須交回) 

本人   □ 同意我的子女參加親子聖誕帽設計比賽，並同意於以下日期以八達通扣除$12材料費：

3/12(一年級)、4/12(二年級)、5/12(三、四年級)、6/12(五、六年級)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  )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