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兒園
聖文嘉
(荃灣)
幼稚園
通告十八

N1

(一) 暑假完結了，幼兒於 19/4 開課，由於教育局安排幼稚園 5 月初才可分階段進行面授
課堂，故 19/4-29/4 期間，各級需要在家網上學習，現將「每日教室」時間詳情列下。
在上述日子期間，本園亦會保持校園開放，並作出有限度支援全日班家長，至於 5 月
初回校上課安排，請留意學校訊息。
(二) 由 19/4-29/4 期間，N1「每日教室」將會逢星期一、三、五以實時視像課附以網上學
習影片之形式進行，逢星期二、四老師會上載教學互動影片，請家長登入學校網站揀
選《校園消息》再按《家居小任務》
，並輸入用戶名稱及密碼，選擇幼兒所讀之班別，
便可觀看學習片段。
班級

日期

每日教室時間

Webex 會議編號

N1A
N1B
N1C
N1D

逢星期一、三、五

班級

日期

每日教室時間

Webex 會議編號

N1
全日班

逢星期一至五

3:45-4:15

2640 732 8438

10:00-10:30
2642 463 7606
1:30-2:00

* N1 全日班將於上述時間設有 Webex 互動實時活動，老師與大家一起動起來，輕鬆愉快學習。

(三) 已經踏入夏季的開始，幼兒回校上課時已經需要更換夏季校服，由於訂購校服需時
兩星期，請家長檢查幼兒的夏季校服是否稱身。如需添置夏季校服或夏天午睡用品
者，請於辦公時間到校務處訂購物品。

男孩子： 藍色校服、白短襪及白皮鞋
女孩子： 粉紅色校服裙、白短襪及白皮鞋
運動服： 黃色運動服、白短襪及白波鞋
(四) 「水仙花攝影比賽」經已完滿結束，經家長及教職員投票後結果如下：
K1A 葉霈嘉
K1B 李梓晴
冠軍：
亞軍： K2C 王浚岐
季軍：
K3A 葉霈愉
N1B 李梓悅
優異獎 K2A 李灆軒
K2A 麥芷晴 N1D 鄭學曦
K2B 賴芊媃 K2B 蘇芊縈
(五) 19/4-29/4 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六) 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將於 2 月 24 日起實施「疫苗通行證」安排，除獲豁免人士
外，所有教職員、在校園內提供服務人士及訪客等，均須已經接種疫苗，訪客及家
長進入時，必須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並需將疫苗記錄給予校務處同事查閱，否則
將不獲准進入學校。
*有關「疫苗氣泡」安排並不適用於學生，但教育局呼籲適齡學生盡快接種疫苗，
以加強對自身及其他人的保護，日後亦可有更多機會參與學習和課外活動。

(七) 隨函派發以下單張，請查收。
1.「家福會」-「童」你轉出正向情緒(N1-K3)

此致
貴家長台鑒
學校電話：2413 7320/2413 7220

校長:唐淑儀謹啟
2022 年 4 月 14 日
傳真：24137822

網址：www.stmonicatw.edu.hk

幼兒園
聖文嘉
(荃灣)
幼稚園
通告十八

K1

(一) 暑假完結了，幼兒於 19/4 開課，由於教育局安排幼稚園 5 月初才可分階段進
行面授課堂，故 19/4-29/4 期間，各級需要在家網上學習，現將「每日教室」
時間詳情列下。在上述日子期間，本園亦會保持校園開放，並作出有限度支援
全日班家長，至於 5 月初回校上課安排，仍有待教育局公佈，請留意學校訊息。
(二) 由 19/4-29/4 期間，K1「每日教室」將每天以實時視像課附以網上學習影片之
形式進行。現安排由 19/4 起(逢星期一至五)實時視像課之時間表。
班級

日期

每日教室時間

Webex 會議編號

K1A
K1B

逢星期一至五

11:00-11:50

2644 659 1536

班級

日期

每日教室時間

Webex 會議編號

K1
全日班

逢星期一至五

3:00-3:30

2642 548 7245

* K1 全日班將於上述時間設有 Webex 互動實時活動，老師與大家一起動起來，輕鬆愉快學習。

(八) 已經踏入夏季的關係，幼兒回校上課時已經需要更換夏季校服，由於訂購校
服需時，請家長檢查幼兒的夏季校服是否稱身。新的校服公司將於 4 月 14 日
及 4 月 19 日安排職員到本園協助訂購，如需添置夏季校服夏天午睡用品者，
請於上述日期辦公時間內到校務處訂購物品。
男孩子： 藍色校服、白短襪及白皮鞋
女孩子： 粉紅色校服裙、白短襪及白皮鞋
運動服： 黃色運動服、白短襪及白波鞋
(四) 「水仙花攝影比賽」經已完滿結束，經家長及教職員投票後結果如下：
K1A 葉霈嘉
K1B 李梓晴
冠軍：
亞軍： K2C 王浚岐
季軍：
K3A 葉霈愉
N1B 李梓悅
優異獎 K2A 李灆軒
K2A 麥芷晴 N1D 鄭學曦
K2B 賴芊媃 K2B 蘇芊縈
(五) 19/4-29/4 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六) 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將於 2 月 24 日起實施「疫苗通行證」安排，除獲豁免人士
外， 所有教職員、在校園內提供服務人士及訪客等，均須已經接種疫苗，訪客及
家長進入時，必須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並需將疫苗記錄給予校務處同事檢查，
否則將不獲准進入學校。
*有關「疫苗氣泡」安排並不適用於學生，但教育局呼籲適齡學生盡快接種疫苗，
以加強對自身及其他人的保護，日後亦可有更多機會參與學習和課外活動。

(七) 隨函派發以下單張，請查收。
1.「家福會」-「童」你轉出正向情緒(N1-K3)

此致
貴家長台鑒

學校電話：2413 7320/2413 7220

傳真：24137822

校長:唐淑儀謹啟
2022 年 4 月 14 日
網址：www.stmonicatw.edu.hk

幼兒園
聖文嘉
(荃灣)
幼稚園
通告十八

K2

(一) 暑假完結了，幼兒於 19/4 開課，由於教育局安排幼稚園 5 月初才可分階段進行面授
課堂，故 19/4-29/4 期間，各級需要在家網上學習，現將「每日教室」時間詳情列下。
在上述日子期間，本園亦會保持校園開放，並作出有限度支援全日班家長，至於 5 月
初回校上課安排，仍有待教育局公佈，請留意學校訊息。
(二) 由 19/4-29/4 期間，K2「每日教室」將繼續每天以實時視像課附以網上學習影片之形
式進行。現安排由 19/4 起(逢星期一至五)實時視像課之時間表。
班級

日期

每日教室時間

Webex 會議編號

K2A
K2B
K2C

逢星期一至五

班級

日期

每日教室時間

Webex 會議編號

K2
全日班

逢星期一至五

3:00-3:30

2642 415 6513

9:00-9:50

2640 190 3524

1:30-2:20

* K2 全日班將於上述時間設有 Webex 互動實時活動，老師與大家一起動起來，輕鬆愉快學習。

(三) 已經踏入夏季的關係，幼兒回校上課時已經需要更換夏季校服，由於訂購校服需
時，請家長檢查幼兒的夏季校服是否稱身。新的校服公司將於 4 月 14 日及 4 月 19
日安排職員到本園協助訂購，如需添置夏季校服夏天午睡用品者，請於上述日期辦
公時間內到校務處訂購物品。
男孩子： 藍色校服、白短襪及白皮鞋
女孩子： 粉紅色校服裙、白短襪及白皮鞋
運動服： 黃色運動服、白短襪及白波鞋

(四) 「水仙花攝影比賽」經已完滿結束，經家長及教職員投票後結果如下：
K1A 葉霈嘉
K1B 李梓晴
冠軍：
亞軍： K2C 王浚岐
季軍：
K3A 葉霈愉
N1B 李梓悅
優異獎 K2A 李灆軒
K2A 麥芷晴 N1D 鄭學曦
K2B 賴芊媃 K2B 蘇芊縈
(五) 19/4-29/4 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六) 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將於 2 月 24 日起實施「疫苗通行證」安排，除獲豁免人士
外， 所有教職員、在校園內提供服務人士及訪客等，均須已經接種疫苗，訪客及
家長進入時，必須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並需將疫苗記錄給予校務處同事檢查，
否則將不獲准進入學校。
*有關「疫苗氣泡」安排並不適用於學生，但教育局呼籲適齡學生盡快接種疫苗，
以加強對自身及其他人的保護，日後亦可有更多機會參與學習和課外活動。

(七) 隨函派發以下單張，請查收。
1.「家福會」-「童」你轉出正向情緒(N1-K3)

此致
貴家長台鑒
學校電話：2413 7320/2413 7220

校長:唐淑儀謹啟
2022 年 4 月 14 日
傳真：24137822

網址：www.stmonicatw.edu.hk

幼兒園
聖文嘉
(荃灣)
幼稚園
通告十八

K3

(一) 暑假完結了，幼兒於 19/4 開課，由於教育局安排幼稚園 5 月初才可分階段進
行面授課堂，故 19/4-29/4 期間，各級需要在家網上學習，現將「每日教室」
時間詳情列下。在上述日子期間，本園亦會保持校園開放，並作出有限度支援
全日班家長，至於 5 月初回校上課安排，仍有待教育局公佈，請留意學校訊息。
(二) 由 19/4-29/4 期間，K3「每日教室」將繼續每天以實時視像課附以網上學習影
片之形式進行。現安排由 19/4 起(逢星期一至五)實時視像課之時間表。
班級

日期

每日教室時間

Webex 會議編號

K3A
K3B

逢星期一至五

10:00-10:50

2644 988 6742

班級

日期

每日教室時間

Webex 會議編號

K3
全日班

逢星期一至五

3:45-4:15

2641 294 3232

* K3 全日班將於上述時間設有 Webex 互動實時活動，老師與大家一起動起來，輕鬆愉快學習。

(三) 已經踏入夏季的關係，幼兒回校上課時已經需要更換夏季校服，由於訂購校
服需時，請家長檢查幼兒的夏季校服是否稱身。新的校服公司將於 4 月 14 日
及 4 月 19 日安排職員到本園協助訂購，如需添置夏季校服夏天午睡用品者，
請於上述日期辦公時間內到校務處訂購物品。
男孩子： 藍色校服、白短襪及白皮鞋
女孩子： 粉紅色校服裙、白短襪及白皮鞋
運動服： 黃色運動服、白短襪及白波鞋
(四) 「水仙花攝影比賽」經已完滿結束，經家長及教職員投票後結果如下：
K1A 葉霈嘉
K1B 李梓晴
冠軍：
亞軍： K2C 王浚岐
季軍：
K3A 葉霈愉
N1B 李梓悅
優異獎 K2A 李灆軒
K2A 麥芷晴 N1D 鄭學曦
K2B 賴芊媃 K2B 蘇芊縈
(五) 19/4-29/4 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00 至下午 5:00。
(六) 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將於 2 月 24 日起實施「疫苗通行證」安排，除獲豁免人士
外， 所有教職員、在校園內提供服務人士及訪客等，均須已經接種疫苗，訪客及
家長進入時，必須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並需將疫苗記錄給予校務處同事檢查，
否則將不獲准進入學校。
*有關「疫苗氣泡」安排並不適用於學生，但教育局呼籲適齡學生盡快接種疫苗，
以加強對自身及其他人的保護，日後亦可有更多機會參與學習和課外活動。

(七) 隨函派發以下單張，請查收。
1.「家福會」-「童」你轉出正向情緒(N1-K3)

此致
貴家長台鑒
學校電話：2413 7320/2413 7220

校長:唐淑儀謹啟
2022 年 4 月 14 日
傳真：24137822

網址：www.stmonicatw.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