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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士」十年   習慣一生 

 

「沙士」傷痛，十載難忘！我們應該化傷痛為力量，養成健康的個人習慣，共建衛生的公共

環境！近日又傳來外地出現「新型冠狀病毒」，導致嚴重呼吸系統病，甚至死亡的消息，引起本地

市民關注，透過網上及智能手機，傳播有關本地醫院已有「沙士」個案等消息。部份本校家長也

表達他們對校內學生患病的憂慮。至今為止，有關流言，尚無實證，衛生防護中心已作澄清。而

本校學生患病情況，亦無異常。但是，再次提高我們對校園衛生的警覺，也是好事。 

 

一般冠狀病毒的散播方式與流感相似。因此，最好的預防辦法是做好個人的基本衛生習慣、

注意起居生活及保持健康的環境。為避免病毒在校內散播，家長更應認識到，讓患流感的子女上

學，不但會傳染他人，更會因自身抵抗力弱而染上其他流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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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的學生上學，而學校一旦發現，亦會要求家長到校

帶回子女。校方會繼續監察校內患流感的人數，並會按當局的要求上報數字；一旦確認在校園內

爆發，更會即時通知家長。現簡述各方注意事項如下： 

 

個人應有的衛生習慣： 

 透過均衡飲食、適量運動、充足休息，避免過度緊張以增強抵抗力； 

 保持雙手清潔，並用正確方法洗手，亦可用「酒精搓手液」消毒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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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空氣流通； 

 避免前往人多擠迫而空氣欠流通的地方； 

 有呼吸道感染症狀或發燒時，應戴上口罩，並及早求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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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並簽署體溫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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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感冒徵狀，必須留在家中休息。退燒後，須多休息至少兩天，才可回校復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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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方會加強以下措施： 

 加強宣傳教育，指導學生勤洗手及注意個人衛生，體育課後安排洗手的時間； 

 禁止學生用口直接從校內飲水器飲水，要求學生必須用水樽先取水，然後飲用，更要避

免樽口及身體接觸噴水口； 

 上課時保持課室空氣流通，以消毒液噴灑圖書館及課室等； 

 發現有流感症狀的學生，會要求家長立即帶子女回家，以免患病學生交叉感染； 

 監察校內、外疫情發展，需要時，暫停可能增加病毒蔓延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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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見背頁) 

 

 

各位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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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書展：為了讓學生能培養廣泛閱讀的興趣，本校將舉辦復活節書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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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二)   時間：9:00 am - 4:15 pm (當天學生照常上課) 

地點：本校四樓禮堂              書商：新雅出版社  

內容：各類受歡迎的中英文課外書籍及字典 

 

 

 

 

 

 

 

 

 

咨詢：午膳投標底價安排 

 

  每年學校都會透過主要由家長組成的「午膳小組」處理選擇學生午膳供應商及投標事宜，過

去，一直沿用價低者得的原則；近年，物價及人工等不斷上昇，到服務的下半年，承標者，難免

有「將貨就價」的情況。因此，我們打算以「有底價的價低者得」為選標原則，以保障學生午膳

的質量能達到較佳的水平；另外，把合約期改為半年制，以利服務者質素下降時，校方可及早更

換。現徵詢家長及教師的意見，請填妥回條最遲於 3 月 15 日（星期五）交回，逾期作棄權論。

以上安排及所得意見將交回「午膳小組」議決；如您有意出席有關討論，請一併在回條中表明。 

 

特定用途收費：為使學生能在舒適的環境學習，本校校董會連同其他贊助機構已為校內課室安裝

冷氣機，而電費、維修保養及折舊等則需由家長支付，餘額用作資助部份美勞材

料，全年$300，分兩期支付，每期$150。請於 3 月 12 日前交付本學年第二期款

項，可交支票(抬頭：培僑小學法團校董會)或到中國銀行各分行存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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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面寫上「特定用途收費」、學生姓名、班別及學號，連同有關回條/收據交給班

主任。家長亦可指定以八達通交付，但請勿交現金。 
 

級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八達通 

繳費日期 

15/3 

(星期五) 

18/3 

(星期一) 

19/3 

(星期二) 

20/3 

(星期三) 

21/3 

(星期四) 

22/3 

(星期五) 
 

小一及小六疫苗注射：衞生署將於5月3日上午，派注射隊到本校為有需要的小一及小六學童提供

白喉、破傷風、無細胞型百日咳(減量)及滅活小兒麻痺混合疫苗注射。請細

閱附上的有關資料，並簽署同意書/不同意書，連同該生的所有過往免疫注

射紀錄卡正本或母嬰健康院補發的免疫注射紀錄証明，於3月26日或以前一

同交回本校。 

日期 時間(課節) 前往書展者 

26/3 

(星期二) 

 

9:00-10:00(一)(二) 二、四年級 

10:00-10:20(小息) 自由時段 

10:20-11:20(三)(四) 三、五年級 

11:20-12:20(四)(五) 六年級 

12:55-1:20(午休) 自由時段(歡迎老師、家長及學生前往) 

1:25-2:05(六) 一年級(看飯家長可留下陪同子女買書) 

2:10-3:35(七)(八) 彈性時間(老師可根據需要作出調動安排) 

(放學後) 3:45-4:15 自由時段(歡迎老師、家長及學生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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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訊： 

 

班別、姓名 比賽名稱 獎項 負責老師 

5C 傅健行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3(香港賽區)初賽 

小五組一等獎 黃鷺霞老師 

6C 邵家聲 第十二屆香港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小六組銀獎 文寳珊老師 

6C 陳康明 小六組銅獎 

 

班別、姓名 比賽名稱 獎項 負責老師 

 
4A 吳柏廉 

 
卓嘉體藝學社 滾軸溜冰賽 2013 

男子組 375 米第二名  
/ 男子組 500 米第二名 

全場總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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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013 

（星期五） 
7:00-9:00p.m. 

親子工作坊：「NLP x九

型性格親子講座」 

全校家長

及學生 
呂宇俊博士 

15-3-2013 

（星期五） 
7:00-9:00p.m. 

親子興趣班 : 「飾物製

作」 

全校家長及

學生 

陳惠珠女士 

(2D 趙盈家長) 

22-3-2013 

（星期五） 
7:00-9:00p.m 

親子工作坊：「學好英文

有妙法」 

一、二年級

家長及學生 

黃浩文主任 

及黃穎詩主任 

 

溫馨提示：3 月 14-19 及 20-22 日分別為六年級呈分試及一至五年級測驗，請家長督促子女，力

爭上游。 

 

                       

 

校    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 連 文 嘗 ) 

 

二零一三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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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培僑小學  檔號：C12-172(a) 

咨詢：午膳投標底價安排 

(請最遲於 3 月 15 日交回，逾期作棄權論；請適當方格) 
 
1. 本人  □ 不同意   設置底價，應只沿用「價低者得」的原則。 

□  同  意   以「有底價的價低者得」為選標原則並建議底價為＄        
    

 
2. 本人子女本月份   □有  □沒有   在學校訂購由學校飯商供應的午餐。 
 
 
3. 本人  □有意   □無意    列席「午膳小組」的會議（通常在中午，具體日期稍後通知）。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 班別：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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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培僑小學  檔號：C12-172(b) 
                                                         

回條：特定用途收費 

(請於 3 月 12 日前交回，以便處理) 
 
本人決定以下列方式支付上述費用，並： 

  
□ 同意由我子女的八達通卡扣除$150(日期詳見通告內容)。 

□ 付上銀行收據，戶口號碼：「012-810-0000-8805」(入數紙，背書姓名、班別)   
    

□ 付上支票，支票號碼：________ (帳戶名稱：「培僑小學法團校董會」，背書姓名、班別) 
 
 
本人 □需要  □不需要 校方發放收據證明。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  班別：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