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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告十七 N1 
 

(一) 3月 19日(五)為「生日會暨水果日」，幼兒可穿著便服，帶學校環保袋、學校

小背囊及功課袋載回所需物品，不用携帶書包，返放學時間照常。 

 

(二) 為響應衞生署舉辦的 2021「開心『果』月」活動，本校現派發水果記錄卡給幼

兒，請於 2021 年 4 月起，每天鼓勵幼兒在家進食水果，以增強抵抗力及培養

學童每天吃水果的習慣，幫助他們健康成長，有關活動詳情，請查閱附頁通告。 
 

(三) 20/3(六)為小蜜蜂集會，請各 K2、K3 隊員穿著整齊制服及帶小蜜蜂手冊，於

上午9:00分回校集隊。 
 

(四) 返放學時間如下： 
日    期 返 學 時 間 備  註 

*3 月 22 日(一)至 3 月 31 日(三) 

N1A 9:00-11:00 

課堂活動 N1B 10:15-12:15 

N1C 及 N1D 1:3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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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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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 
K1B  嚴仟宇 
K3A  嚴仟悠 

亞軍：  K1A  麥芷晴 季軍：  N1B  梁芷銚 

優異獎： N1A  鄧喬之 K1B  張藹晴 K2A  孫千雅 K3B  黃彥臻 K3B  劉釨儒 

 
(六) 3月 31日(三)為「復活節尋蛋遊戲」日，幼兒需穿著校服，帶學校小背囊及功

課袋載回所需物品回校，不用携帶書包。返放學時間照常。 
 

    
 

此致 
          貴家長台鑒 

 

 

 

 

 
                                                         校長:唐淑儀謹啟                                                          

2021年 3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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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告十七 K1 
(一) 3月 18日(四)為「生日會暨水果日」，幼兒可穿著便服，帶學校環保袋、學校

小背囊及功課袋載回所需物品，不用携帶書包，返放學時間照常。 

 

(二) 為響應衞生署舉辦的 2021「開心『果』月」活動，本校現派發水果記錄卡給幼

兒，請於 2021 年 4 月起，每天鼓勵幼兒在家進食水果，以增強抵抗力及培養

學童每天吃水果的習慣，幫助他們健康成長，有關活動詳情，請查閱附頁通告。 
 

(三) 20/3(六)為小蜜蜂集會，請各 K2、K3 隊員穿著整齊制服及帶小蜜蜂手冊，於

上午9:00分回校集隊。 
 

(四) 本園根據教育局面授課的指引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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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一)至 3 月 31 日(三) 
K1(全日班) 

有服務 課堂活動 
8:30-12:00 

    
日    期 返 學 時 間 褓姆車服務 備  註 

*3 月 23 日(二)至 3 月 25 日(四)/  

*3 月 30 日(二)至 3 月 31 日(三) 

K1(上午班) K1C(下午班) 
有服務 課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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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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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愉快學習。 
 

(三) K1(上午班及下午班)課堂實時視像課時間表如下： 
 22/3(一) 26/3(五) 29/3(一) Webex 會議編號 

K1(上午班) 10:00-10:30 170 041 7076 

K1C(下午班) 12:00-12:30 170 850 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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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 
K1B  嚴仟宇 
K3A  嚴仟悠 

亞軍：  K1A  麥芷晴 季軍：  N1B  梁芷銚 

優異獎： N1A  鄧喬之 K1B  張藹晴 K2A  孫千雅 K3B  黃彥臻 K3B  劉釨儒 

 
(四) 3月 31日(三)為「復活節尋蛋遊戲」日，幼兒需穿著校服，帶學校小背囊及功

課袋載回所需物品回校，不用携帶書包。返放學時間照常。 
 

 
此致 

          貴家長台鑒 
                                                        校長:唐淑儀謹啟                                                          

2021年 3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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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告十七 K2 
(一) 3月 19日(五)為「生日會暨水果日」，幼兒可穿著便服，帶學校環保袋、學校

小背囊及功課袋載回所需物品，不用携帶書包，返放學時間照常。 
 

(二) 為響應衞生署舉辦的 2021「開心『果』月」活動，本校現派發水果記錄卡給幼

兒，請於 2021 年 4 月起，每天鼓勵幼兒在家進食水果，以增強抵抗力及培養

學童每天吃水果的習慣，幫助他們健康成長，有關活動詳情，請查閱附頁通告。 
 

(三) 20/3(六)為小蜜蜂集會，請各 K2、K3 隊員穿著整齊制服及帶小蜜蜂手冊，於

上午9:00分回校集隊。 
 
 

(四) 本園根據教育局面授課的指引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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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一)至 3 月 31 日(三) 
K2(全日班) 

有服務 課堂活動 
8:30-12:00 

    

日    期 返 學 時 間 褓姆車服務 備  註 

*3月 22日(一)/ 3月 24日(三)/3月 26日(五) 

*3 月 29 日(一)/3 月 31 日(三) 

K2(上午班) 
有服務 課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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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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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愉快學習。 
 

(五) K2(上午班)課堂實時視像課時間表如下： 
 23/3(二) 25/3(四) 30/3(二) Webex 會議編號 

K2(上午班) 10:00-10:45 170 284 6741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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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 
K1B  嚴仟宇 
K3A  嚴仟悠 

亞軍：  K1A  麥芷晴 季軍：  N1B  梁芷銚 

優異獎： N1A  鄧喬之 K1B  張藹晴 K2A  孫千雅 K3B  黃彥臻 K3B  劉釨儒 

 

(六) 3月 31日(三)為「復活節尋蛋遊戲」日，幼兒需穿著校服，帶學校小背囊及功

課袋載回所需物品回校，不用携帶書包。返放學時間照常。 
 

此致 
          貴家長台鑒 
                                                        校長:唐淑儀謹啟                                                          

2021年 3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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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告十七 K3  
(一) 3月 19日(五)為「生日會暨水果日」，幼兒可穿著便服，帶學校環保袋、學校

小背囊及功課袋載回所需物品，不用携帶書包，返放學時間照常。 
 

(二) 為響應衞生署舉辦的 2021「開心『果』月」活動，本校現派發水果記錄卡給幼

兒，請於 2021 年 4 月起，每天鼓勵幼兒在家進食水果，以增強抵抗力及培養

學童每天吃水果的習慣，幫助他們健康成長，有關活動詳情，請查閱附頁通告。 
 

(三) 20/3(六)為小蜜蜂集會，請各 K2、K3 隊員穿著整齊制服及帶小蜜蜂手冊，於

上午9:00分回校集隊。 

 

(五) 本園根據教育局面授課的指引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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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一)至 3 月 31 日(三) 
K3(全日班) 

有服務 課堂活動 
8:30-12:00 

    

日    期 返 學 時 間 褓姆車服務 備  註 

*3 月 22 日(一)至 3 月 31 日(三) 
K3(上午班) 

有服務 課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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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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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愉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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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 
K1B  嚴仟宇 
K3A  嚴仟悠 

亞軍：  K1A  麥芷晴 季軍：  N1B  梁芷銚 

優異獎： N1A  鄧喬之 K1B  張藹晴 K2A  孫千雅 K3B  黃彥臻 K3B  劉釨儒 

 

(四) 3月 31日(三)為「復活節尋蛋遊戲」日，幼兒需穿著校服，帶學校小背囊及功

課袋載回所需物品回校，不用携帶書包。返放學時間照常。 
 
 

此致 
          貴家長台鑒 

 

 
                                             校長:唐淑儀謹啟                                                      

2021年 3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