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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電話：2413 7320 / 2413 7220  傳真：24137822   網址：www.stmonicatw.edu.hk 
  

 通告十五 N1 
 

(一) 今天派發 2月份生日會小禮物，敬請家長查收。 
 

(二) 本園已為恢復面授課做好一切準備，讓學校環境整潔安全，使家長能放心讓幼

兒開開心心上學，本園除了於 2 月 10 日進行「Snow Care’s 空間霧化消毒」

外，校園大堂內增設 IQ Air HealthPro® 250 超效型清淨機，它擁有專利

HyperHEPA 技術，經測試及認證的極致效能(European Norm EN1822)，可

過濾 0.003 微米大小的微粒子達 99.5%，比市面一般空氣清淨機可過濾的

微粒子顆粒小 100 倍、病毒小 10 倍。讓幼兒於面授課時有安全衛生的環境。 
 

(三) 2月27日(星期六)為第二次家長會見日，請家長依時出席。 

*由於疫情關係，請家長注意以下事項： 

(1)家長日當天只安排一位家長出席。 

(2)家長日當天不可攜帶小朋友回校。 

(3)出席家長必須要配戴口罩，入校須量體溫及消毒雙手。 

(4)如家長當天有感不適，請不要到校，班主任會再聯絡家長商議安排。 

(5)避免人群聚集，家長只可於面談時間前 5分鐘進入校園等候，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四) 返放學時間如下： 
日    期 返 學 時 間 備  註 

*3 月 1 日(一)至 3 月 12 日(五) 

N1A 9:00-10:30 

課堂活動 
N1B 10:45-12:15 

N1C 1:30-3:00 

N1D 3:15-4:45 

*不設茶點時間，以避免幼兒於茶點時脫下口罩，減低感染風險。請幼兒帶回水壺回校。 
 

(五) 早前各位家長和幼兒為已茁壯成長的水仙花作悉心配襯並將這美麗的一刻拍

攝下來，參與本園舉行「水仙花攝影比賽」。現誠邀大家於 3/3-5/3 網上進行

投票選出最欣賞的作品。投票網址將於稍後透過 WhatsApp發放給家長。 
 

(六) 請幼兒於3月1日至3月4日將「石竹」盆栽帶回學校參與「一人一花」盆栽設計

展覽，凡參加幼兒均獲獎狀以示嘉許，盆栽將於展覽後派回家繼續栽種。 
 

(七) 隨函派發以下單張，請查收。 
1) 「家福會」-童在家中支援包小冊子(N1-K3) 
 

   此致 
          貴家長台鑒 
                                                         校長:唐淑儀謹啟                                                          

2021年 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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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告十五 K1 
 

(一) 今天派發 2月份生日會小禮物，敬請家長查收。 
 

(二) 本園已為恢復面授課做好一切準備，讓學校環境整潔安全，使家長能放心讓幼

兒開開心心上學，本園除了於 2 月 10 日進行「Snow Care’s 空間霧化消毒」

外，校園大堂內增設 IQ Air HealthPro® 250 超效型清淨機，它擁有專利

HyperHEPA 技術，經測試及認證的極致效能(European Norm EN1822)，可

過濾 0.003 微米大小的微粒子達 99.5%，比市面一般空氣清淨機可過濾的

微粒子顆粒小 100 倍、病毒小 10 倍。讓幼兒於面授課時有安全衛生的環境。 
 

(三) 2月27日(星期六)為第二次家長會見日，請家長依時出席。 

*由於疫情關係，請家長注意以下事項： 

(1)家長日當天只安排一位家長出席。 

(2)家長日當天不可攜帶小朋友回校。 

(3)出席家長必須要配戴口罩，入校須量體溫及消毒雙手。 

(4)如家長當天有感不適，請不要到校，班主任會再聯絡家長商議安排。 

(5)避免人群聚集，家長只可於面談時間前 5分鐘進入校園等候，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四) 本園跟據教育局農曆新年假期後恢復面授課的指引下，作出以下返放學時間安排：  
日    期 返 學 時 間 褓姆車服務 備  註 

*3 月 3 日(三) 
K1(全日班) K1(上午班) K1C(下午班) 

有服務 課堂活動 
8:30-12:00 8:45-11:30 1:15-4:00 

   *不設茶點時間，以避免幼兒於茶點時脫下口罩，減低感染風險，請幼兒帶回水壺回校。 

    其他沒有面授課日子會繼續留在家中進行 Webex 實時網課。敬請留意。 

*2月 23日起 K1全日班將於下午 4:00-4:30設有 Webex互動實時活動，歡迎全日班學生參與，

學生可以登入會議編號 170 382 8312，老師與大家一起動起來，輕鬆愉快學。 
 

(五) 早前各位家長和幼兒為已茁壯成長的水仙花作悉心配襯並將這美麗的一刻拍

攝下來，參與本園舉行「水仙花攝影比賽」。現誠邀大家於 3/3-5/3 網上進行

投票選出最欣賞的作品。投票網址將於稍後透過 WhatsApp發放給家長。 
 

(六) 請幼兒於3月1日至3月4日將「石竹」盆栽帶回學校參與「一人一花」盆栽設計

展覽，凡參加幼兒均獲獎狀以示嘉許，盆栽將於展覽後派回家繼續栽種。 
 

(七) 隨函派發以下單張，請查收。 
1) 「家福會」-童在家中支援包小冊子(N1-K3) 

 
   此致 

          貴家長台鑒 
                                                         校長:唐淑儀謹啟                                                          

2021年 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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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告十五 K2 
 

(一) 今天派發 2月份生日會小禮物，敬請家長查收。 
 

(二) 本園已為恢復面授課做好一切準備，讓學校環境整潔安全，使家長能放心讓幼

兒開開心心上學，本園除了於 2 月 10 日進行「Snow Care’s 空間霧化消毒」

外，校園大堂內增設 IQ Air HealthPro® 250 超效型清淨機，它擁有專利

HyperHEPA 技術，經測試及認證的極致效能(European Norm EN1822)，可

過濾 0.003 微米大小的微粒子達 99.5%，比市面一般空氣清淨機可過濾的

微粒子顆粒小 100 倍、病毒小 10 倍。讓幼兒於面授課時有安全衛生的環境。 
 

(三) 2月27日(星期六)為第二次家長會見日，請家長依時出席。 

*由於疫情關係，請家長注意以下事項： 

(1)家長日當天只安排一位家長出席。 

(2)家長日當天不可攜帶小朋友回校。 

(3)出席家長必須要配戴口罩，入校須量體溫及消毒雙手。 

(4)如家長當天有感不適，請不要到校，班主任會再聯絡家長商議安排。 

(5)避免人群聚集，家長只可於面談時間前 5分鐘進入校園等候，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四) 本園跟據教育局農曆新年假期後恢復面授課的指引下，作出以下返放學時間安排： 
日    期 返 學 時 間 褓姆車服務 備  註 

*3 月 2 日(二)及 3 月 4 日(四) 
K2(全日班) K2(半日班) 

有服務 課堂活動 
8:30-12:00 8:45-11:30 

   *不設茶點時間，以避免幼兒於茶點時脫下口罩，減低感染風險，請幼兒帶回水壺回校。 

    其他沒有面授課日子會繼續留在家中進行 Webex 實時網課。敬請留意。 

*2月 23日起 K2全日班將於下午 3:15-3:45設有 Webex互動實時活動，歡迎全日班學生參與，

學生可以登入會議編號 170 438 3621，老師與大家一起動起來，輕鬆愉快學。 
 

(五) 早前各位家長和幼兒為已茁壯成長的水仙花作悉心配襯並將這美麗的一刻拍

攝下來，參與本園舉行「水仙花攝影比賽」。現誠邀大家於 3/3-5/3 網上進行

投票選出最欣賞的作品。投票網址將於稍後透過 WhatsApp發放給家長。 
 

(六) 請幼兒於3月1日至3月4日將「石竹」盆栽帶回學校參與「一人一花」盆栽設計

展覽，凡參加幼兒均獲獎狀以示嘉許，盆栽將於展覽後派回家繼續栽種。 
 

(七) 隨函派發以下單張，請查收。 
1) 「家福會」-童在家中支援包小冊子(N1-K3) 

   此致 
          貴家長台鑒 
                                                         校長:唐淑儀謹啟                                                          

2021年 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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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告十五 K3  
 

(一) 今天派發 2月份生日會小禮物，敬請家長查收。 
 

(二) 本園已為恢復面授課做好一切準備，讓學校環境整潔安全，使家長能放心讓幼

兒開開心心上學，本園除了於 2 月 10 日進行「Snow Care’s 空間霧化消毒」

外，校園大堂內增設 IQ Air HealthPro® 250 超效型清淨機，它擁有專利

HyperHEPA 技術，經測試及認證的極致效能(European Norm EN1822)，可

過濾 0.003 微米大小的微粒子達 99.5%，比市面一般空氣清淨機可過濾的

微粒子顆粒小 100 倍、病毒小 10 倍。讓幼兒於面授課時有安全衛生的環境。 
 

(三) 2月27日(星期六)為第二次家長會見日，請家長依時出席。 

*由於疫情關係，請家長注意以下事項： 

(1)家長日當天只安排一位家長出席。 

(2)家長日當天不可攜帶小朋友回校。 

(3)出席家長必須要配戴口罩，入校須量體溫及消毒雙手。 

(4)如家長當天有感不適，請不要到校，班主任會再聯絡家長商議安排。 

(5)避免人群聚集，家長只可於面談時間前 5分鐘進入校園等候，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四) 本園跟據教育局農曆新年假期後恢復面授課的指引下，作出以下返放學時間安排： 
日    期 返 學 時 間 褓姆車服務 備  註 

*3 月 1 日(一) 

 3 月 3 日(三) 

 3 月 5 日(五) 

K3(全日班) K3(半日班) 
有服務 課堂活動 

8:30-12:00 8:45-11:30 

   *不設茶點時間，以避免幼兒於茶點時脫下口罩，減低感染風險，請幼兒帶回水壺回校。 
    其他沒有面授課日子會繼續留在家中進行 Webex 實時網課。敬請留意。 

*2月 23日起 K3全日班將於下午 2:30-3:00設有 Webex互動實時活動，歡迎全日班學生參與，
學生可以登入會議編號 170 645 5257，老師與大家一起動起來，輕鬆愉快學。 
 

(五) 早前各位家長和幼兒為已茁壯成長的水仙花作悉心配襯並將這美麗的一刻拍

攝下來，參與本園舉行「水仙花攝影比賽」。現誠邀大家於 3/3-5/3 網上進行

投票選出最欣賞的作品。投票網址將於稍後透過 WhatsApp發放給家長。 
 

(六) 請幼兒於3月1日至3月4日將「石竹」盆栽帶回學校參與「一人一花」盆栽設計

展覽，凡參加幼兒均獲獎狀以示嘉許，盆栽將於展覽後派回家繼續栽種。 
 

(七) 隨函派發以下單張，請查收。 
1) 「家福會」-童在家中支援包小冊子(N1-K3) 

   此致 
          貴家長台鑒 
                                                         校長:唐淑儀謹啟                                                          

2021年 2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