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協和小學(長沙灣)                   2011/2012第( 26 )號 

二年級家長座談會通告（2B、2E班適用） 

敬啟者：  

貴子弟已入讀 2011-2012 年度「用普通話教授中文」約一個月，為了讓家長多瞭解學生在學校的學

習情況，給予適當的支援，本校將為家長舉行座談會，屆時家長將會與中文科老師見面，暢談子女的學

習情況，詳情臚列如下： 

日期：2011年 10月 8日 ( 星期六 ) 

時間：上午 10：00 – 11：00 

地點：本校 2B 或 2E 課室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 蔡世鴻 )                                                      

＊此活動由陳樂華老師負責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回    條----------------------------------------------------------- 
 

敬覆者： 

頃閱( 26 )號通告，知悉一切。本人※將會 / 不會出席「家長座談會」。 

※請刪去不適用項目，並於 10月 4 日或前交班主任。 

                                                                    班學生                   

                                                               家長簽署：                

                                                               聯絡電話：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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