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文嘉 
幼兒園 

(荃灣) 
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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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告十八 N1 
(一) 復活節即將來臨，家長與幼兒可以好好享受親子時間參與本園舉行的「復活節

DIY 魔法神奇積木粒變變變比賽」，家長可用隨函派發的魔法神奇積木粒、復活
小雞及添加任何材料進行創作，完成作品後，可於 4 月 12 日將作品以 JPG/PNG
格式檔案電郵給班主任彙集，稍後會邀請大家於網上投票評選出冠、亞、季軍
作品，以茲獎勵！有關活動詳情，請查閱附頁通告。 
 

(二) 復活節假期如下： 

班別 日期 備註 

半日班 4月 1日至 4月 9日 

4月 12日 

照常上課 全日班 

4月 1日至 4月 9日 
*4月 7日至 9日期間家長如需要全日班支援服務，請與班主任
聯絡。(沒有課程及沒有褓姆車服務) 
 

 

(三) 4 月 12 日起直至另行通知，返放學時間如下： 
日    期 返 學 時 間 備  註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N1A N1B N1C 及 N1D 

課堂活動 
9:00-11:00 10:1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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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2/4-23/4 為更換夏天校服適應週，家長可因應天氣替幼兒更換夏季校服，但
需要注意整套校服穿著，不可以冬、夏季配搭穿著。4 月 26 日(一)起全校正式
更換夏季校服。請全日班學生轉換夏季午睡用品，如需添置夏季校服， 
可於 4 月 7-10 日回校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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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4 月 16 日為 4 月份生日會，幼兒可穿著便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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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大地春回，萬物復甦」復活節將至，為迎接這色彩繽紛的節日，本園為全體
學生送上暖暖繽紛復活節禮品一份，這點點心意希望為幼兒帶來歡欣喜悅﹗祝
全體師生及家長復活節快樂﹗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七) 隨函派發以下單張，請查收。 

(1) 「小寶寶園地」-訂購表格 (N1-K3) 

(2) 「小跳豆」-訂購表格 (N1-K3) 

(3) 「晶晶出版社」-訂購表格 (N1-K3) 
如有興趣訂購以上物品者，請於 12/4連費用交回班主任，逾期不候。 
 
 

   此致 
          貴家長台鑒 
 

 

 
校長:唐淑儀謹啟                                                          

2021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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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告十八 K1 
(一) 復活節即將來臨，家長與幼兒可以好好享受親子時間參與本園舉行的「復活節

DIY 魔法神奇積木粒變變變比賽」，家長可用隨函派發的魔法神奇積木粒、復活

小雞及添加任何材料進行創作，完成作品後，可於 4 月 12 日將作品以 JPG/PNG

格式檔案電郵給班主任彙集，稍後會邀請大家於網上投票評選出冠、亞、季軍

作品，以茲獎勵！有關活動詳情，請查閱附頁通告。 

 

(二) 復活節假期如下： 

班別 日期 備註 

半日班 4月 1日至 4月 9日 

4月 12日 

照常上課 全日班 

4月 1日至 4月 9日 
*4月 7日至 9日期間家長如需要全日班支援服務，請與班主任
聯絡。(沒有課程及沒有褓姆車服務) 
 

 
(三) 4 月 12 日起直至另行通知，返放學時間如下： 

 日    期 返 學 時 間 褓姆車服務 備  註 

*星期一至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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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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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2/4-23/4 為更換夏天校服適應週，家長可因應天氣替幼兒更換夏季校服，但
需要注意整套校服穿著，不可以冬、夏季配搭穿著。4 月 26 日(一)起全校正式
更換夏季校服。請全日班學生轉換夏季午睡用品，如需添置夏季校服， 
可於 4 月 7-10 日回校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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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4 月 16 日為 4 月份生日會暨音樂會天才表演，請家長鼓勵幼兒於 14/4 前向班

主任報名參加表演，並協助幼兒選擇一首兒童歌曲、學校歌曲或樂器演奏，輔

導幼兒在家中練習。如有輔助樂器或音樂光碟，請於 16/4 帶回交班主任。幼

兒可穿著便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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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大地春回，萬物復甦」復活節將至，為迎接這色彩繽紛的節日，本園為全體

學生送上暖暖繽紛復活節禮品一份，這點點心意希望為幼兒帶來歡欣喜悅﹗祝

全體師生及家長復活節快樂﹗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七) 隨函派發以下單張，請查收。 

(1) 「小寶寶園地」-訂購表格 (N1-K3) 

(2) 「小跳豆」-訂購表格 (N1-K3) 

(3) 「晶晶出版社」-訂購表格 (N1-K3) 

如有興趣訂購以上物品者，請於 12/4連費用交回班主任，逾期不候。 
 
此致 

          貴家長台鑒 

 
                                                         

校長:唐淑儀謹啟                                                          

2021年 3月 31日 



聖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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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告十八 K2 
(一) 復活節即將來臨，家長與幼兒可以好好享受親子時間參與本園舉行的「復活節

DIY 魔法神奇積木粒變變變比賽」，家長可用隨函派發的魔法神奇積木粒、復活

小雞及添加任何材料進行創作，完成作品後，可於 4 月 12 日將作品以 JPG/PNG

格式檔案電郵給班主任彙集，稍後會邀請大家於網上投票評選出冠、亞、季軍

作品，以茲獎勵！有關活動詳情，請查閱附頁通告。 
 

(二) 復活節假期如下： 

班別 日期 備註 

半日班 4月 1日至 4月 9日 

4月 12日 

照常上課 全日班 

4月 1日至 4月 9日 
*4月 7日至 9日期間家長如需要全日班支援服務，請與班主任
聯絡。(沒有課程及沒有褓姆車服務) 
  

(三) 4 月 12 日起直至另行通知，返放學時間如下： 
日    期 返 學 時 間 褓姆車服務 備  註 

*星期一至星期五 
K2(全日班) K2(上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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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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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2/4-23/4 為更換夏天校服適應週，家長可因應天氣替幼兒更換夏季校服，但
需要注意整套校服穿著，不可以冬、夏季配搭穿著。4 月 26 日(一)起全校正式
更換夏季校服。請全日班學生轉換夏季午睡用品，如需添置夏季校服， 
可於 4 月 7-10 日回校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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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4 月 16 日為 4 月份生日會暨音樂會天才表演，請家長鼓勵幼兒於 14/4 前向班

主任報名參加表演，並協助幼兒選擇一首兒童歌曲、學校歌曲或樂器演奏，輔

導幼兒在家中練習。如有輔助樂器或音樂光碟，請於 16/4 帶回交班主任。幼

兒可穿著便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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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大地春回，萬物復甦」復活節將至，為迎接這色彩繽紛的節日，本園為全體

學生送上暖暖繽紛復活節禮品一份，這點點心意希望為幼兒帶來歡欣喜悅﹗祝

全體師生及家長復活節快樂﹗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七) 隨函派發以下單張，請查收。 

(1) 「小寶寶園地」-訂購表格 (N1-K3) 

(2) 「小跳豆」-訂購表格 (N1-K3) 

(3) 「晶晶出版社」-訂購表格 (N1-K3) 

如有興趣訂購以上物品者，請於 12/4連費用交回班主任，逾期不候。 
 
 
此致 

          貴家長台鑒  

 
                                                      

校長:唐淑儀謹啟                                                          

2021年 3月 31日 



聖文嘉 
幼兒園 

(荃灣) 
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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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唐淑儀謹啟                                                          

2021年 3月 31日 

 

 通告十八 K3  
(一) 復活節即將來臨，家長與幼兒可以好好享受親子時間參與本園舉行的「復活節

DIY 魔法神奇積木粒變變變比賽」，家長可用隨函派發的魔法神奇積木粒、復活

小雞及添加任何材料進行創作，完成作品後，可於 4 月 12 日將作品以 JPG/PNG

格式檔案電郵給班主任彙集，稍後會邀請大家於網上投票評選出冠、亞、季軍

作品，以茲獎勵！有關活動詳情，請查閱附頁通告。 
 

(二)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經不覺高班學生即將踏入新的里程，現隨函派發

「畢業生家長心聲留言板」希望家長能用文字紀錄幼兒在幼稚園的生活點滴及

感想。有關活動詳情，請查閱附頁資訊。 
 

(三) 復活節假期如下： 

班別 日期 備註 

半日班 4月 1日至 4月 9日 

4月 12日 

照常上課 全日班 

4月 1日至 4月 9日 
*4月 7日至 9日期間家長如需要全日班支援服務，請與班主任
聯絡。(沒有課程及沒有褓姆車服務) 
  

(四) 4 月 12 日起直至另行通知，返放學時間如下： 
日    期 返 學 時 間 褓姆車服務 備  註 

*星期一至星期五 
K3(全日班) K3(上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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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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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12/4-23/4 為更換夏天校服適應週，家長可因應天氣替幼兒更換夏季校服，但
需要注意整套校服穿著，不可以冬、夏季配搭穿著。4 月 26 日(一)起全校正式
更換夏季校服。請全日班學生轉換夏季午睡用品，如需添置夏季校服， 
可於 4 月 7-10 日回校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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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4 月 16 日為 4 月份生日會暨音樂會天才表演，請家長鼓勵幼兒於 14/4 前向班

主任報名參加表演，並協助幼兒選擇一首兒童歌曲、學校歌曲或樂器演奏，輔

導幼兒在家中練習。如有輔助樂器或音樂光碟，請於 16/4 帶回交班主任。幼

兒可穿著便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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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大地春回，萬物復甦」復活節將至，為迎接這色彩繽紛的節日，本園為全體

學生送上暖暖繽紛復活節禮品一份，這點點心意希望為幼兒帶來歡欣喜悅﹗祝

全體師生及家長復活節快樂﹗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八) 隨函派發以下單張，請查收。 

(1) 「小寶寶園地」-訂購表格 (N1-K3) 

(2) 「小跳豆」-訂購表格 (N1-K3) 

(3) 「晶晶出版社」-訂購表格 (N1-K3) 

如有興趣訂購以上物品者，請於 12/4連費用交回班主任，逾期不候。 
此致 

          貴家長台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