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望二十三世秘中学院
通告十六－2018 年/校长室
2018 年 6 月 18 日，圣米格尔区

学校六月份通告（三）
 创校神父二十八周年逝世纪念日。6 月 23 日星期六本校纪念敬爱的邱先觉的
逝世纪念日，他也是 OFM 主席，吉永荣誉主教（中国湖北），更是本校若
望二十三世秘中学校的创办人，我们在他的祝福之下承接此教育责任，需时
刻想起他为我们留下的一段话：“天主教徒从不孤单，因总和兄弟团结在一
起。要为我们的家园祈祷，更要有良好的榜样，帮助他人，如果我们能够拯
救一个灵魂，我们会因此得到基督的祝福。”
 圣彼得的奥波勒斯-教皇日的捐赠。学校邀请各位家长一同参与此活动，以着
“让我们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为座右铭。本周各级学生将收到一信封，请各
位家长慷慨捐款，施比受更有福。
 安全措施。这是本校实施安全措施的第三周，旨在改善内部秩序和安全。因
大家的努力目前已初步达到预期效果，但能需加强某些方面：
- 操场上物品保管区。再次重申，升旗台前围起来的区域可以于放学后放置
个人物品，但只给在操场进行训练的学生。其他领域活动的学生必须随身
携带物品前往。例如：体育俱乐部，体操教室，乒乓球馆，游泳池和武术
馆，各有固定放置物品的地方。
 寒冬来袭。鉴于利马目前处于冬至的低温天气，请各位家长采取防寒措施，
为保护学生的健康，本校叮嘱这位家长注意学生在穿校服上达到保暖的效果，
可穿秋衣或内衬衣，带围巾、手套或帽子等保暖。请根据学校规定的颜色
（蓝色、白色或黑色）选择使用。
假如学生有感冒或生病迹象，则留在家中休息，直到恢复健康，同时家长必
须通知班主任，以确保学生回校后的学习成绩。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秘鲁国家队比赛。本校邀请各位一起支持国足队，因
此，在秘鲁比赛的日期这两天，学校的学生可以穿着国足运动服，下课或休
息时间学校也会现场直播：6 月 21 日星期四早上 10 点，秘鲁-法国。6 月 26
日星期二早上 9 点，秘鲁-澳大利亚。秘鲁加油！
 行政部-学费。在此提醒大家于 6 月底，学校将启用 2018 年缴费合同 D 条款
规定：通知信用局（Infocorp，Equifax，Certicom 等）给欠款超过两个月学费
以上的家庭，通知所规定的强制付款日期，以确保本校提供给学生的教育服
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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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教师。欢迎 Juan Francisco García Lazo 老师，于 6 月 1 日正式加入本校，
担任艺术专业老师，代替因健康问题无法继续任职的 Silvana Salinas Gamarra
老师，García 老师也将负责中、小学三、四、五年级下午的艺术兴趣课。
 第十九届“和平美善”花卉竞赛。全校学生将参加第十九届“和平美善”花卉竞
赛。为每级别选择的比赛模式都是为了加强语文能力，智力开发以及团队合
作。此外，学生们将认识从文学整合和艺术表演开始，到文字改变世界的力
量。
入围者的演讲将在以下日期进行：幼儿园及小学比赛在 6 月 20 至 22 日；中
学则在 6 月 27 至 28 日和 7 月 2 日。本校鼓励家长一起来激励学生；并共同
分享这个创造性学习的经验。
 方济培训领导学校。6 月 23 日星期六的课程从早上 8 点至 10 点半，请各位
中学五年级学生准时抵达。
 小学四年级－初领圣餐教义：
 教义课程继续。这个星期二晚上 7 点半，我们学校图书馆见。
 24 日星期日：
 早上 9 点-弥撒。
 亲子活动：与之前的活动不同，这周日我们将以愉快有趣的方式进行教
义，因此弥撒结束后，直接前往体育馆。
 宗教活动：
 中学三年级-闭静活动。B 班及 D 班的学生，于 6 月 22 日至 23 日将前往亚
西西村参加闭静活动，两天里有班主任、神父及其他老师陪同，请各位家
长将同意书签署后交回学校。
 中学四年级-坚振教义。这个星期六的教义课程将继续进行，主题为：家庭
的心灵教育。学校礼堂。请各位准时参加。另外上个星期五的课程缺席的
学生，请各位家长出示证明或说明。
 训导处。
 中学二年级。关于自信交流、情绪管理及性格发展的研讨会。通过 Laura
Barrenechea 顾问与 CEDRO 机构进行协调后，辅导日期定在 6 月 18 日星
期一至 19 日星期二。
 中学五年级-跨学科项目。为加强学生在“情感和性教育”的认知，18 日星
期一及 19 日星期二的班会上进行，应用科学大学（UPC）和心理学家
Carlos Solorzano 合作，第二次研讨会的中心主题是“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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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比赛-锦标赛：
 比赛结果：
 青年女篮。15 日星期五以 51 比 33 的分数输给了 Nuestra Señora de la
Reconciliación 学校。
 青年男篮。15 日星期五以 51 比 33 的分数赢了 Salesianos 学校。
 足球。与 San José del Callao 学校的比赛，我们以 3 比 0 的成绩赢了，挽
回一些之前输掉的成绩。
 青年女排。06 日星期三以 2 比 0 的分数赢了 La Merced 学校。
 青年男排。11 日星期一以 2 比 0 的分数赢了 San Francisco de Borja 学校。
并于 13 日星期三以 2 比 0 的分数赢了 La Merced 学校。
 接下来的比赛有:
项目
少年男足
青年男排
青年男篮
青年女排
少年男足
青年女篮
青年男篮
青年女排
青年男排

日期
18 日星期一
18 日星期一
19 日星期二
20 日星期三
21 日星期四
22 日星期五
22 日星期五
23 日星期六
23 日星期六

对手
Inmaculada
Champagnat
Buen Pastor
Carmelitas
Carmelitas
Champagnat
Ramírez Barinaga
San Francisco de Borja
Rosenthal de la Puente

时间
下午 3.15
下午 5.00
下午 4.15
下午 4.15
下午 4.30
下午 4.15
下午 5.30
早上 9.30
早上 10.15

地点
Inmaculada
Champagnat
本校
本校
Claretiano
Champagnat
Santa María
本校
本校

平安美善

Jennifer Paján Lan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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