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案編號：M21C025 (錦) 
各位家長： 

故事義工招募事宜 

謝謝你一直支持本校中央圖書館舉辦的講故事活動，今年的活動快將開始，希望家長踴躍報名參加故事
義工隊。所有活動一經報名參加，已作成功入選，不作另行通知 。 

 
 (一)家長姨姨講故事【上學期】--活動課(Day3)  

活動日期： 4/11/21(星期四)，18/11/21(星期四) ，8/12/21(星期三) ，16/12/21(星期四) 【稍後通知
下學期舉行之日期】 

活動時間：半日制活動時間為下午 12:30-1:00〔家長可於活動當天提早至 12:00 到本校圖書館預備
活動〕 

全日制為下午 2:10—3:00(約五十分鐘) 〔家長可於活動當天提早至 1:30 到本校圖書館預備活動〕 

參加年級：一、二年級 

    (*能出席全數四次活動，校方將盡量安排家長到該生之班別進行活動一次，以鼓勵家長參與及更瞭
解學校不同的活動，為我們的學生出一分力。) 

 
(二)課前伴讀活動(課前時間) 

本年度中央圖書館課前伴讀活動，逢星期一或五課前 7:50—8:10，在圖書館進行，舉行日期如下： 

 星期一 星期五 

十一月 22/11/21，29/11/21 26/11/21 

十二月 13/12/21 17/12/21 

一月 10/1/22，17/1/22 14/1/22，21/1/22 

三月 7/3/22，14/3/22 11/3/22，18/3/22 

五月 16/5/22，23/5/22 20/5/22，27/5/22 
  
(三)故事家長工作坊 

「故事家長工作坊」由校本言語治療師陳姑娘、圖書館老師與大家分享講故事、伴讀技巧和心得，
並安排分組選故事及分工，歡迎報名參加聯課講故事活動或課前伴讀活動的家長抽空出席。工作坊
詳情如下：(因名額有限，只供參加(一)或(二)之活動的家長報名) 

  日期：21/10/21（星期四） 

  時間：上午 11:30-下午 1:00 

  地點：本校圖書館(二樓) 
 

請家長於回條內圈出是否參加(參加者，圈出參加的活動及出席日期)，以便安排。 

請於十月六日（星期三）填妥回條及交回班主任。敬請  家長準時出席參加之所有活動，多謝熱心參與！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校長  吳偉文 
2021 年 10 月 4 日 

……………………………………………………………………………………………………..…………….. 
                                           回  條                             M21C025 (錦) 

請填寫以下內容： 

請在適當選項加  

不參加此三項活動    ＿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_＿(   ) 

以下項目可多於一項選擇 請在(一)、(二) 項參加日期: 

(一)家長姨姨講故事 
4/11/21(星期四)，18/11/21(星期四) ， 
8/12/21(星期三)，16/12/21(星期四)  (共出席_______次) 

(二)課前伴讀 

 星期一 星期五 

十一月 22/11/21，29/11/21 26/11/21 
十二月 13/12/21 17/12/21 
一月 10/1/22 ，17/1/22 14/1/22 ，21/1/22 
三月 7/3/22  ，14/3/22 11/3/22 ，18/3/22 
五月 16/5/22 ，23/5/22 20/5/22 ，27/5/22 

 

(三)故事家長工作坊 日期：21/10/21，上午 11:30-下午 1:00 

(參加活動之家長資料) 
 

＿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 日期：2021 年 10 月____日 



檔案編號：M21C078 (錦) 

各位家長： 
下學期課前伴讀活動舉行事宜 

 
謝謝你一直支持本校中央圖書館舉辦的講故事活動，下學期的活動快將開始，希望家長

繼續踴躍報名參加故事義工隊。原定於五月進行的課前伴讀活動，因疫情影響而改期，

詳情如下： 
 

課前伴讀活動(課前時間) 
本年度中央圖書館課前伴讀活動，逢星期一或五課前 7:50—8:10，在圖書館進行，舉

行日期如下： 
 星期一 星期五 

六月 13/6/22，20/6/22 17/6/22，24/6/22 
  
※活動一經報名參加，已作成功入選，不作另行通知 。(依上學期的模式進行活動) 
※如教育局宣佈因疫情或天氣影響而停課或取消集體活動，當天活動取消，不作另

行通知 。 

 

請家長於回條內出是否參加(參加者，出參加的活動及出席日期)，以便安排。 
請於五月十三日（星期五）填妥回條及交回班主任。敬請  家長準時出席參加之所有活

動，多謝熱心參與！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校長  吳偉文 
2022 年 5 月 4 日 

 
…………………………………………………………………………………………………… 
                                  回  條                        M21C078 (錦) 
請填寫以下內容：(＊請刪去不適用者) 
 
本人(家長姓名)：__________ ( _＿班學生________) ＊能 / 不能 參加下學期的活動 
 
如參加，※請出參加日期： 
 
※【2022 年】 13/6，20/6，17/6，24/6，出席_____次 
 

 (如參加)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 

  
日期：2022 年 5 月____日 

 



檔案編號：M21C078a (錦) 

各位家長： 
更新下學期課前伴讀活動舉行事宜 

謝謝你一直支持本校中央圖書館舉辦的課前伴讀活動，下學期的課前伴讀活動快將開
始，舉行日期如下：  

進行日期：【星期一】13/6/22，20/6/22 及【星期五】17/6/22，24/6/22 
進行時間：課前 7:50—8:10 
進行地點：圖書館 

※如教育局宣佈因疫情或天氣影響而停課或取消集體活動，當天活動取消，不作另行通
知 。 

 
請家長留意「疫苗通行證」已於 2022 年 2 月 24 日起在所有學校實施，並適用於教

學及非教學人員、在校園內提供服務人士及到訪者。政府並於 2022 年 3 月 20 日宣布調
整「疫苗通行證」接種要求（包括接種第三劑疫苗），家長進入校園參加課前伴讀活動必
須符合要求，並在進入校園時掃描「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及出示有關證明。 
詳情可參閲政府網頁：Vaccine Pass_TC_T1_0320_2030 (coronavirus.gov.hk)。 
 
敬請  家長準時出席參加之所有活動，多謝熱心參與！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校長  吳偉文 

2022 年 5 月 30 日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 
日期：2022 年 5 月____日 

 
 

檔案編號：M21C078a (錦) 

各位家長： 
更新下學期課前伴讀活動舉行事宜 

謝謝你一直支持本校中央圖書館舉辦的課前伴讀活動，下學期的課前伴讀活動快將開
始，舉行日期如下：  

進行日期：【星期一】13/6/22，20/6/22 及【星期五】17/6/22，24/6/22 
進行時間：課前 7:50—8:10 
進行地點：圖書館 

※如教育局宣佈因疫情或天氣影響而停課或取消集體活動，當天活動取消，不作另行通
知 。 

 
請家長留意「疫苗通行證」已於 2022 年 2 月 24 日起在所有學校實施，並適用於教

學及非教學人員、在校園內提供服務人士及到訪者。政府並於 2022 年 3 月 20 日宣布調
整「疫苗通行證」接種要求（包括接種第三劑疫苗），家長進入校園參加課前伴讀活動必
須符合要求，並在進入校園時掃描「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及出示有關證明。 
詳情可參閲政府網頁：Vaccine Pass_TC_T1_0320_2030 (coronavirus.gov.hk)。 
 
敬請  家長準時出席參加之所有活動，多謝熱心參與！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 
校長  吳偉文 

2022 年 5 月 30 日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 
日期：2022 年 5 月____日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vp_t1_CHI.pdf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pdf/vp_t1_CHI.pdf


檔案編號:M21C089(錦)  
各位家長:  

故事義工招募事宜(下學期) 
謝謝你一直支持本校中央圖書館舉辦的講故事活動，上學期活動已順利完成，下學

期的活動擬定在下列日期進行，同學們十分期待姨姨叔叔講故事，希望家長繼續踴躍報

名參加，一起為培養孩子從聽故事擴展到愛上閱讀的好習慣。 
 

※活動一經報名參加，已作成功入選，不作另行通知。(依上學期的分組進行活動)  
※如教育局宣佈因疫情或天氣影響而停課或取消集體活動，當天活動取消，不作另行

通知。 
 
活動詳情: 
家長姨姨講故事[下學期]--活動課(Day3) 
活動日期: [2022 年] 20/6(小一)，28/6(小二)(共兩次) 
活動時間:半日制活動時間為 12:30-1:00[家長可於活動當天提早至 12:00 到本校圖書

館預備活動] 
參加年級:一、二年級 
(*能出席全數活動，校方將盡量安排家長到該生之班別進行活動一次，以鼓勵家長參與

及更瞭解學校不同的活動，為我們的學生出一分力。) 
請家長於回條內☑出是否參加(參加者，☑出參加的活動及☑出席日期)，以便安排。

請於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三)填妥回條及交回班主任。敬請 家長準時出席參加之活動，多

謝熱心參與! 
請家長留意「疫苗通行證」已於 2022 年 2 月 24 日起在所有學校實施，並適用於教

學及非教學人員、在校園內提供服務人士及到訪者。政府並於 2022 年 3 月 20 日宣布

調整「疫苗通行證」接種要求 (包括接種第三劑疫苗)，家長進入校園參加講故事活動必

須符合要求，並在進入校園時掃描「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及出示有關證明。 
詳情可參閱政府網頁: Vaccine Pass_TC_T1_0320_2030 (coronavirus.gov.hk)。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小學部) 
校長 吳偉文 

2022 年 5 月 23 日 
……………………………………………………………………………………………... 

檔案編號:M21C089(錦)  
(下學期)「家長姨姨講故事」 活動回條 

請填寫以下內容:(*請删去不適用者) 

本人(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班學生 ____________)*能/不能 參加下學期的活動 

如參加，※請☑出參加日期: 

※ [2022 年] 20/6(小一)，28/6(小二)，出席_________次 

(如參加)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 

日期:2022 年 5 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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