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文嘉

幼兒園
(荃灣)
幼稚園

2020-2021 年度開學通告(K1)
(一) 本校 2020-2021 年度學費不作調整升幅，與家長一起共渡時艱。有關學費資料如下：

K1-K3
半日制
全日制

減去資助後
9/2020-7/2021 實付
每月學費
免費
$1522.00

減去資助後
9/2020-7/2021 實付
每月午膳費
免費
$330.00(連下午茶點)

合共
免費
$1852.00

*全日班家長每月繳交費用合共$1852.00，學費於每月 3 號從 貴家長銀行戶口以自動轉賬
支付，請家長儲備足夠款項於銀行戶口內。 N1-K3 全日班學生如家庭收入合乎資格可申請學
費減免。
(二)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狀況，教育局宣佈全港可如期展開新學年，但面授課及校
內活動暫停，期間學校可以其他模式，讓學生在家學習。本校將按原定於 9 月 1 日
開學，K1-K3 課堂將以實時視像課附以網上學習影片之形式進行。現安排首 3 週實時
視像課之時間表，敬請家長留意：
3/9(四)
8/9(二)
10/9(四)
15/9(二)
17/9(四)
K1A
9:30-9:50
K1B
10:30-10:50
K1C
11:30-11:50
為讓實時教學得以順利進行，請家長需預先在設有鏡頭及收音功能電腦或平板電腦自行安
裝[Webex]應用程式(不建議使用手提電話，因畫面太細)。於實時視像前，家長請協助學
生輸入以下 Webex 會議編號進入視像會議室。家長如未能成功進行 Webex 視像會議室，可
於辦公時間致電回校，以便校方支援，又或登入本園網頁「Cisco Webex 」安裝教學影片。
(三) 家長可以透過老師電郵與老師交收幼兒的圖工作品相片，並可透過會議編號進入
Webex 實時視像。
班級老師
老師電郵
Webex 會議編號
K1A 高老師
koko@stmonicatw.edu.hk
170 382 8312
K1B 吳老師
mandy@stmonicatw.edu.hk
170 041 7076
K1C 廖老師
ngating@stmonicatw.edu.hk
170 850 0076
(四) 由 9 月 7 日起，各級老師會準備小任務給學生在家練習，請家長於星期一上午 8:30
至下午 5:30 回校交收文件及小任務(請自備環保袋)，星期六辦公時間 9:00-1:00。
(五) 本園為確保老師與家長能保持緊密聯繫，請家長填寫最新的聯絡資料交回班主任。
除父、母外最好能多填一位親友電話，以確保在緊急情況下，能聯絡到家人。
倘家長更改地址及電話號碼(包括手提及辦事處電話)，請盡早通知本校為盼。
(六) 本園已於今日派發新學年的學生證，請家長小心保管。請家長填妥學生手冊內之學
生資料及各項附頁通告文件，並於 9 月 7 日交回班主任，多謝合作！
(七) 本園會以此 Business WhatsApp 電話號碼(9728 3440
)發送訊息給家長。此電話
號碼只作訊息發放，不會作回覆及接聽電話查詢之用，請家長必須將此電話號碼儲存
於個人手提電話內，本園才可將 WhatsApp 訊息傳達給家長。敬請留意。
(八) 孩子的健康與學習，有賴大家的關愛及同行。希望在各方努力下，我們能早日走出疫
情陰霾，師生及家長都儘快回復正常健康的生活。主佑平安﹗
此致
貴家長台鑒
校長：唐 淑 儀 謹啟
2020 年 9 月 1 日

聖文嘉

幼兒園
(荃灣)
幼稚園

2020-2021 年度開學通告(K2)
(一) 本校 2020-2021 年度學費不作調整升幅，與家長一起共渡時艱。有關學費資料如下：

K1-K3
半日制
全日制

減去資助後
9/2020-7/2021 實付
每月學費
免費
$1522.00

減去資助後
9/2020-7/2021 實付
每月午膳費
免費
$330.00(連下午茶點)

合共
免費
$1852.00

*全日班家長每月繳交費用合共$1852.00，學費於每月 3 號從 貴家長銀行戶口以自動轉賬
支付，請家長儲備足夠款項於銀行戶口內。 N1-K3 全日班學生如家庭收入合乎資格可申請學
費減免。
(二)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狀況，教育局宣佈全港可如期展開新學年，但面授課及校
內活動暫停，期間學校可以其他模式，讓學生在家學習。本校將按原定於 9 月 1 日
開學，K1-K3 課堂將以實時視像課附以網上學習影片之形式進行。現安排首 3 週實時
視像課之時間表，敬請家長留意：
2/9(三)
9/9(三)
11/9(五)
16/9(三)
18/9(五)
K2B
9:10-9:40
K2A
10:30-11:00
為讓實時教學得以順利進行，請家長需預先在設有鏡頭及收音功能電腦或平板電腦自行安
裝[Webex]應用程式(不建議使用手提電話，因畫面太細)。於實時視像前，家長請協助學
生輸入以下 Webex 會議編號進入視像會議室。家長如未能成功進行 Webex 視像會議室，可
於辦公時間致電回校，以便校方支援，又或登入本園網頁「Cisco Webex 」安裝教學影片。
(三) 家長可以透過老師電郵與老師交收幼兒的圖工作品相片，並可透過會議編號進入
Webex 實時視像。
班級老師
老師電郵
Webex 會議編號
K2A 區老師
au@stmonicatw.edu.hk
170 284 6741
K2B 梁老師
leung@stmonicatw.edu.hk
170 438 3621
(四) 由 9 月 7 日起，各級老師會準備小任務給學生在家練習，請家長於星期一上午 8:30
至下午 5:30 回校交收文件及小任務(請自備環保袋)，星期六辦公時間 9:00-1:00。
(五) 本園為確保老師與家長能保持緊密聯繫，請家長填寫最新的聯絡資料交回班主任。
除父、母外最好能多填一位親友電話，以確保在緊急情況下，能聯絡到家人。
倘家長更改地址及電話號碼(包括手提及辦事處電話)，請盡早通知本校為盼。
(六) 本園已於今日派發新學年的學生證，請家長小心保管。請家長填妥學生手冊內之學
生資料及各項附頁通告文件，並於 9 月 7 日交回班主任，多謝合作！
(七) 本園會以此 Business WhatsApp 電話號碼(9728 3440

)發送訊息給家長。
此電話號碼只作訊息發放，不會作回覆及接聽電話查詢之用，請家長必須將此
電話號碼儲存於個人手提電話內，本園才可將 WhatsApp 訊息傳達給家長。敬請
留意。

(八) 孩子的健康與學習，有賴大家的關愛及同行。希望在各方努力下，我們能早日走出疫
情陰霾，師生及家長都儘快回復正常健康的生活。主佑平安﹗
此致
貴家長台鑒
校長：唐 淑 儀 謹啟
2020 年 9 月 1 日

聖文嘉

幼兒園
(荃灣)
幼稚園

2020-2021 年度開學通告(K3)
(一) 本校 2020-2021 年度學費不作調整升幅，與家長一起共渡時艱。有關學費資料如下：

K1-K3
半日制
全日制

減去資助後
9/2020-7/2021 實付
每月學費
免費
$1522.00

減去資助後
9/2020-7/2021 實付
每月午膳費
免費
$330.00(連下午茶點)

合共
免費
$1852.00

*全日班家長每月繳交費用合共$1852.00，學費於每月 3 號從 貴家長銀行戶口以自動轉賬
支付，而 9 月份學費將於 9 月 7 日以自動轉賬支付，請家長儲備足夠款項於銀行戶口內。
N1-K3 全日班學生如家庭收入合乎資格可申請學費減免。
(二)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狀況，教育局宣佈全港可如期展開新學年，但面授課及校
內活動暫停，期間學校可以其他模式，讓學生在家學習。本校將按原定於 9 月 1 日
開學，K1-K3 課堂將以實時視像課附以網上學習影片之形式進行。現安排首 3 週實時
視像課之時間表，敬請家長留意：
1/9(二)
8/9(二)
11/9(五)
15/9(二)
18/9(五)
K3A
9:40-10:20
K3B
11:20-12:00
為讓實時教學得以順利進行，請家長需預先在設有鏡頭及收音功能電腦或平板電腦自行安
裝[Webex]應用程式(不建議使用手提電話，因畫面太細)。於實時視像前，家長請協助學
生輸入以下 Webex 會議編號進入視像會議室。家長如未能成功進行 Webex 視像會議室，可
於辦公時間致電回校，以便校方支援，又或登入本園網頁「Cisco Webex 」安裝教學影片。
(三) 家長可以透過老師電郵與老師交收幼兒的圖工作品相片，並可透過會議編號進入
Webex 實時視像。
班級老師
老師電郵
Webex 會議編號
K3A 胡老師
wu@stmonicatw.edu.hk
170 645 5257
K3B 李老師
lee@stmonicatw.edu.hk
170 549 1857
(四) 由 9 月 7 日起，各級老師會準備小任務給學生在家練習，請家長於星期一上午 8:30
至下午 5:30 回校交收文件及小任務(請自備環保袋)，星期六辦公時間 9:00-1:00。
(五) 本園為確保老師與家長能保持緊密聯繫，請家長填寫最新的聯絡資料交回班主任。
除父、母外最好能多填一位親友電話，以確保在緊急情況下，能聯絡到家人。
倘家長更改地址及電話號碼(包括手提及辦事處電話)，請盡早通知本校為盼。
(六) 本園已於今日派發新學年的學生證，請家長小心保管。請家長填妥學生手冊內之學
生資料及各項附頁通告文件，並於 9 月 7 日交回班主任，多謝合作！
(七) 本園會以此 Business WhatsApp 電話號碼(9728 3440

)發送訊息給家長。
此電話號碼只作訊息發放，不會作回覆及接聽電話查詢之用，請家長必須將此
電話號碼儲存於個人手提電話內，本園才可將 WhatsApp 訊息傳達給家長。敬請
留意。

(八) 孩子的健康與學習，有賴大家的關愛及同行。希望在各方努力下，我們能早日走出疫
情陰霾，師生及家長都儘快回復正常健康的生活。主佑平安﹗
此致
貴家長台鑒
校長：唐 淑 儀 謹啟
2020 年 9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