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啟者: 

本會一向重視家長教育工作

家長或專業人士擔任義務導師    
名稱： 英語拼音班 

日期： 9/11、16/11、23/11

時間： 上午 9:00-10:30 

地點： 二樓活動室 (暫定

導師： 唐凱欣女士 (曾任職業治療師

內容： 讓家長認識基本拼音以助與子女默書

名額： 15-25 人 

收費： 每位 $120 (講義費        
名稱 ： 美容護膚 DIY 立體卡製作親子班

日期 ： 9/11、16/11(三) 
時間 ： 上午 11:00-12:30 上午

地點 ： 二樓活動室 

導師 ： 黃詠儀女士 

內容 ： 讓家長認識及以

生果及不同食物

自製護膚品。 

讓家長及及子女共

同學習及製作立體

聖誕卡一張

(卡款可參閱下圖

名額： 15 人 材料費： 每位 $20 

備註 ： 自備容器  
對  象：本校學生家長  

報名方法：請將已填妥的回條及現金放入信封內

備  註： 

1. 部分活動如參加人數過多

將會取消及退回款項。

2. 被取錄者，將於 2/11/201 
立體卡製作卡款 

 

 

 

 

 

 

  
此  致 

各  家  長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 此活動由王家麗姑娘負責

※ 如不參加活動不需交回條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家長教師會通告

2011 - 2012 年度 -- 爸媽學堂(

一向重視家長教育工作，本年度繼續與望覺堂及學校

專業人士擔任義務導師。家長可因應個人情況及興趣參加不同活動

23/11、30/11、7/12、14/12 (三) 

暫定) 

曾任職業治療師，亦有照顧有學習障礙兒童的經驗

讓家長認識基本拼音以助與子女默書、應用於誦讀子女所學習的英文科內容

費) 

立體卡製作親子班 立體卡製作班 19/11(六) 
上午 9:30–10:30 上午 11:00–12:00

課室 

陳堅老師 (本校老師) 

讓家長及及子女共

同學習及製作立體

聖誕卡一張。 

卡款可參閱下圖) 

學習及製作立體聖

誕卡一張。 

 

(卡款可參閱下圖)

20 對（親子） 20 人 

每對 $20 每位 $20 

---- ---- 

  **家教會家長會員優先 

請將已填妥的回條及現金放入信封內，於 28/10 或之

部分活動如參加人數過多，將會抽籤決定，落選者將獲書面通知和退回款項

。如因事未能缺席者，有關費用不會退回

/2011(三)獲書面通知。 

                                       

                                                   家教會主席

                                                   副主席

 

負責(電話: 2787 7360) 

如不參加活動不需交回條。 

PTA2011第（05

家長教師會通告 

(第一期) 

及學校合辦家長興趣班，並邀請老師、畢業生

參加不同活動。詳情如下： 

亦有照顧有學習障礙兒童的經驗，現為脊醫。) 

應用於誦讀子女所學習的英文科內容。 

 美食 DIY 香薰 DIY 插花班23/11(三)  30/11 (三)  7/12、14/12 (
12:00 上午 11:00-12:30 

二樓活動室 

黎太 (畢業生家長) 黃詠儀女士 關淑儀女士

學習及製作立體聖

) 

1. 芥末涼拌

雲耳 

2. 自製果醬 

3. 泰式鳳爪 

讓家長認識

香薰及自製

香薰用品。 

讓家長以鮮花

學習不同的插

花技巧。

10-15 人 15 人 10-15

每位 $25 每位 $40 每位 

自備食物盒 自備容器 自備大膠袋

或之前放入地下禮堂回條收集箱。 

落選者將獲書面通知和退回款項。如人數過少，

有關費用不會退回。 

家教會主席  ：李賽紅  

副主席(校長) ：              代行

05）號    

畢業生

插花班 14/12 (三) 
關淑儀女士 

以鮮花

學習不同的插

。 

15 人 

 $90 

自備大膠袋 

 

，活動

代行 



PTA2011 第（05 ）號 

回   條 

 

逕覆者：本人願意參與 2011 - 2012 年度~~爸媽學堂(第一期)及繳付合共          元。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 “�”    

□英語拼音班 

□美容護膚 DIY 

□香薰 DIY 

□立體卡製作親子班 

□立體卡製作班 

□美食 DIY 

□插花班 

  
此覆 

協和小學(長沙灣) 家教會主席 

____班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緊急聯絡電話：                  

二零一一年十月     日 

#此活動由社工王家麗姑娘負責 

##請將已填妥的回條及現金放入信封內，於 26/10 或之前放入地下禮堂回條收集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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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逕覆者：本人願意參與 2011 - 2012 年度~~爸媽學堂(第一期)及繳付合共          元。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 “�”    

□英語拼音班 

□美容護膚 DIY 

□香薰 DIY 

□立體卡製作親子班 

□立體卡製作班 

□美食 DIY 

□插花班 

  
此覆 

協和小學(長沙灣) 家教會主席 

____班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緊急聯絡電話：                  

二零一一年十月     日 

#此活動由社工王家麗姑娘負責 

##請將已填妥的回條及現金放入信封內，於 26/10 或之前放入地下禮堂回條收集箱。 

 

PTA2011 第（05）號 

回   條 

 

逕覆者：本人願意參與 2011 - 2012 年度~~爸媽學堂(第一期)及繳付合共          元。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 “�”    

□英語拼音班 

□美容護膚 DIY 

□香薰 DIY 

□立體卡製作親子班 

□立體卡製作班 

□美食 DIY 

□插花班 

  
此覆 

協和小學(長沙灣) 家教會主席 

____班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緊急聯絡電話：                  

二零一一年十月     日 

#此活動由社工王家麗姑娘負責 

##請將已填妥的回條及現金放入信封內，於 26/10 或之前放入地下禮堂回條收集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