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啟者：茲將十一月份須知事項臚列如下日期 星期
11 月 2 日 三 

11 月 4 日 四 

11 月 5 日 六 

11 月 12 日至 13 日 六至日
11 月 14 日 一 

11 月 7 日至 11 日 一至五
11 月 24 日至 29 日  

11 月 25 日 五 

 徵收徵收徵收徵收上學期增潤費上學期增潤費上學期增潤費上學期增潤費 請家長繳交上學期增潤費 200

 常識科學習車費常識科學習車費常識科學習車費常識科學習車費、、、、、、、、視藝科材料費視藝科材料費視藝科材料費視藝科材料費＊ 因應學生學習需要，常識科每學年均安排學生
   參觀車費、「護苗教育巡迴車＊ 本校為鞏固及增進小五學生對英文科日及十日由老師帶領前往尖沙咀一帶進行英文戶外學習活動＊ 視藝科科任已為一至六年級＊ 為三至六年級學生訂購閱讀獎勵計劃文件膠套訂購五年級中文科校本訂購五年級中文科校本訂購五年級中文科校本訂購五年級中文科校本「「「「圖書教學圖書教學圖書教學圖書教學五年級中文科將於十二月至一月期間進行校本圖書教學體訂購「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文字版的「西遊記」，可不用訂購為免影響教學時間，請家長盡量用支票繳付費用請家長盡量用支票繳付費用請家長盡量用支票繳付費用請家長盡量用支票繳付費用支票背後請寫上學生姓名及班別※※※※   不敷之數由校方津貼不敷之數由校方津貼不敷之數由校方津貼不敷之數由校方津貼。。。。 級別 

上學期 增潤費 

常識科 參觀車費 ※ 一 ＄200 ＄20 二 ＄200 ＄15 三 ＄200 ＄10 四 ＄200 ＄10 五 ＄200 ＄10 六 ＄200 ＄20 隨通告派發以下物品：協和百年校慶聚餐
 此致 貴家長                                                        

                                                                               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逕覆者：頃閱第(45)號通告，（＊現金$        / 支票$        寫上學生姓名及班別）    此覆 協和小學(長沙灣)蔡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茲將十一月份須知事項臚列如下： 星期 活動摘要 

 
校服公司職員到校派發冬季校服，製校服同學帶備單據及費用 

 區會聯校陸運會 

 
一至六年級創意日(二) 六年級家長座談會下午 2 時至 3 時六至日 廣州協和百年校慶暨聯校音樂交流之旅

 
全校同學更換冬季校服 校際朗誦節開始 一至五 六年級術科及中文、英文默書考試

 六年級考試（一） 

 上午 8:00-9:00 義工家長模擬面試分享會
200 元，詳見第（44）號通告。 視藝科材料費視藝科材料費視藝科材料費視藝科材料費、、、、英文科戶外學習車費英文科戶外學習車費英文科戶外學習車費英文科戶外學習車費及閱讀獎勵計劃文件夾費及閱讀獎勵計劃文件夾費及閱讀獎勵計劃文件夾費及閱讀獎勵計劃文件夾費常識科每學年均安排學生走出課室，進行全方位參觀學習活動護苗教育巡迴車」學習費及「生活教育活動計劃」本校為鞏固及增進小五學生對英文科課題‘Out and about in Hong Kong日由老師帶領前往尖沙咀一帶進行英文戶外學習活動，同學須繳交活動車費為一至六年級訂購適合的材料。每級收費不同，請見下表

為三至六年級學生訂購閱讀獎勵計劃文件膠套﹝九月底已派發圖書教學圖書教學圖書教學圖書教學」」」」教本教本教本教本    五年級中文科將於十二月至一月期間進行校本圖書教學，校方選取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的「西遊記」，原價$45，校方訂購價為七折可不用訂購。 請家長盡量用支票繳付費用請家長盡量用支票繳付費用請家長盡量用支票繳付費用請家長盡量用支票繳付費用，支票抬頭請寫「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支票背後請寫上學生姓名及班別，多謝合作！ 

 

 
生活教育 活動計劃 

護苗教育 巡迴車 學習費 

視藝科 材料費 ※ 

戶外學習＄20 / $20  ＄20 ＄15 $40  ＄20 / $27 ＄20 / $57  免費 

(控煙辦贊助) 
＄15 $20.5 ＄20 / $37  協和百年校慶聚餐收據（已報名參加之同學

                                                     

                                                                               請翻後頁 

------------------------------------------------------回     條---------------------------------------------------------------，知悉一切並繳交各項費用 。         ）（支票抬頭請寫「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長沙灣)通告          2011/2012 年度 第(45備    註 ，請已訂 校服單據已於 27/10 派發給訂製校服之同學 本校運動員代表出席 詳見第( 38 )號通告 時 30 分 詳見第( 43 )號通告 廣州協和百年校慶暨聯校音樂交流之旅 參加同學另發通告 詳見背頁 

 英文默書考試  

12:45p.m.放學(同學如有需要留校溫習至 3:30p.m.) 義工家長模擬面試分享會 詳見第(35)號通告 

及閱讀獎勵計劃文件夾費及閱讀獎勵計劃文件夾費及閱讀獎勵計劃文件夾費及閱讀獎勵計劃文件夾費 進行全方位參觀學習活動，同學須繳交下表所示」課程教材費。 

Out and about in Hong Kong’的認識，暫訂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九同學須繳交活動車費。 請見下表。 

九月底已派發﹞，每個 3元。 校方選取「西遊記」作教材，會替未購圖書的同學集校方訂購價為七折$31.50 。如同學已有其他出版社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法團校董會英文科 戶外學習 車費※ 

圖書 文件夾 
P.5中文圖書 實收

 /  $26

 /  $2

 $3  $2

 $3 / $29

$10 $3 $31.50 $29

 $3 / $2報名參加之同學） 
                                                                          校長：                

                                                                               ( 蔡世鴻 )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法團校董會」，背面
      

       年級    班學生         （
           家長                      簽覆日期：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45)號 給訂製
同學如有需要，可

同學須繳交下表所示 二月九
會替未購圖書的同學集同學已有其他出版社法團校董會」，

實收※ 

$260 

90 

60 

$290 

$290 

80 

                 

--------------------------------------------------------------- 背面 
（   ） 簽覆  

      日 



書簿津貼計劃事宜書簿津貼計劃事宜書簿津貼計劃事宜書簿津貼計劃事宜 

1. 首批書簿津貼發放日期：凡於本年 9 月 23 日或以前交回學資處之資格證明書式，將書簿津貼款項存入申請人之銀行戶口過帳的代號是 “   TXBGR

2.    發放「上網費津貼計劃」學資處由 2010-2011 學年起推行一項全新的
 證明書上有申領上網費津貼證明書上提供的戶口。申請人的銀行存摺或月結單顯示的過帳代號一般亦是全額津貼：港幣$1,300   

3.    本學年書簿津貼金額：  

4.    逾期遞交資格証明書： 

   如     貴子弟交回資格証明書之日期在
11 月中旬，如申請人有任何查詢

5. 車船津貼安排： 

    由於搬校關係，學生資助辦事家長到校領取學生家課事宜家長到校領取學生家課事宜家長到校領取學生家課事宜家長到校領取學生家課事宜    若  貴子弟因病或因事請假，定之兄弟姊妹於放學時親自往校務處領取＊請病假之學生，宜在家多休息聯絡同校之同學，校方不便代為安排學生替同學交收功課現安全問題，敬請家長特別垂注

  

*校服式樣亦可詳見本校網頁

 

： 日或以前交回學資處之資格證明書，如填寫資料完全正確無誤將書簿津貼款項存入申請人之銀行戶口。首批書簿津貼過帳日期為
TXBGR  ”。 」安排： 學年起推行一項全新的「上網費津貼計劃」，證明書上有申領上網費津貼，款項會於 2011 年 10 月 12 日至 1申請人的銀行存摺或月結單顯示的過帳代號一般亦是

$1,300   半額津貼：港幣＄650 

  全額津貼：港幣＄3,110     半額津貼貴子弟交回資格証明書之日期在 2011 年 9 月 23 日以後，其書簿津如申請人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8226 7067 與資助辦事處職員聯絡助辦事處需重新審批申請者資格，稍後才發放        ，其功課將會由班主任安排交到地下校務處定之兄弟姊妹於放學時親自往校務處領取，敬請家長合作。  宜在家多休息，校方不鼓勵患病之學生領取功課校方不便代為安排學生替同學交收功課，以免影響代領功課學生之學習或於送遞功課途中出敬請家長特別垂注。 
標準冬季校服式樣 

標準冬季校服 

 

白色尖領長袖恤衫 

(連校徽) 

灰色長西褲 

深藍底斜條校呔 

棗紅色防水絹校褸 

(連校徽) 

棗紅色開胸長袖毛衣 

純白短襪、黑皮鞋 

 

白色尖領長袖恤衫 

(連校徽) 

灰色絨背心裙 

深藍底斜條校呔 

棗紅色防水絹校褸 

(連校徽) 

棗紅色開胸長袖毛衣 

長灰襪加棗紅間兩 

條、黑皮鞋 

標準冬季運動服 

 

白色圓領長袖運動衣

棗紅色及白色運動套裝

純白短襪、純白運動鞋

校服式樣亦可詳見本校網頁 

 

 

 

如填寫資料完全正確無誤，學資處將會以自動轉帳方首批書簿津貼過帳日期為 2011 年 10 月 12 日至 14 日，」，申請人如在 9 月 23 日前交回學資處的資格
14 日期間 以自動轉帳方式存入申請人在資格申請人的銀行存摺或月結單顯示的過帳代號一般亦是“   TXBGR  ”。 半額津貼：港幣＄1,555 其書簿津 貼發放之日期將暫定為 2011與資助辦事處職員聯絡。 稍後才發放。 其功課將會由班主任安排交到地下校務處，家人可於 4:00-5:00 到校取回或預早指校方不鼓勵患病之學生領取功課。家長如需要請同學協助取功課，請先自行以免影響代領功課學生之學習或於送遞功課途中出

白色圓領長袖運動衣 

棗紅色及白色運動套裝 

純白運動鞋 

學資處將會以自動轉帳方，成功日前交回學資處的資格以自動轉帳方式存入申請人在資格 

1 年 

到校取回或預早指請先自行以免影響代領功課學生之學習或於送遞功課途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