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望二十三世秘中学院
通告十五－2020年/校长室
2020年8月10日，圣米格尔区

学校八月份通告（一）
若望二十三世秘中学校员工 Wilbert Molina 和 Raúl Ccasani 的父
亲，+ César Molina González 先生不幸于 8 月 06 日去世。
本校在此向 Wilbert、Raúl 和他的家人表示哀悼，也祈祷主让
César 先生永生安息，成为永恒之光时刻照耀着。

机构管理：
 校监神父–爱与希望：
7月是非常残酷的月份，肺炎大流行仍在继续打击着我们。但是光明的迹象也
照耀着，就是教皇方济各所说的“隔壁的圣徒”，他们是天使。
利马的小熊。7月26日星期日，在第5频道的新闻台中看到他的故事，他穿着熊
装在利马的街道上跳舞，他的态度和言语，让你微笑和喜悦，因为在这个时候
他充满温柔和爱，可以克服恐惧和肺炎流行。小熊这样解释：“我真的不认为
自己是超级英雄，我觉得超级英雄就是那些每天在街上与之搏斗的人。这是我
父母的带给我的：我的父母出生于极贫困的环境，但是一点一点地努力，他们
能够慢慢改变生活，共同克服了许多困难，真正地给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一切，
他们一直不停的工作。是我的力量和希望。“而且他还将他想说的话写出来：
您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母亲，在世上您是我的唯一。祝两位节日快乐。
他不想透露自己是谁，因为重要的是，有更多的人尝试做类似的事情，他认为
付出自己力所能及，不求回报更重要，但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向有需要的人捐赠
并帮助他们。他已婚并育有孩子，他的家人热情地支持他所做的一切。他走遍
利马的街道，穿着熊装跳舞，他告诉我们：“当我去街上，发现有人过着非常
糟糕的生活，我们所有人都可能遇到一些困难，如果我们能帮助一个人，多么
美好……。”他走近一位卖糖果的女士，已经是晚上，并问她：“女士，您还需
要卖多少钱？”，“ 10元”。“我这里有100元，您可以回家了，已经很晚了。祝
您平安，女士！”，“也祝福你”。然后对另一位女士说：“女士，你好吗？” “还
行，你呢？”。 “您一天能赚多少钱？” “大约十元，因为我卖不出去。” “十元？
让我帮您10天…“他递给她100元。那位女士说：“这是给我的吗？” “是的，对
我来说，您是一个了不起的战士。为家人和生活奋斗着”。 “谢谢您”。当他看
到一个年轻人因为穿着夏天的衣服和凉鞋在寒冷中发抖时：“你叫什么名字？”
“约翰尼，我来自委内瑞拉。” “你穿得很少，你不冷吗？” “是的，很冷，但我
没有其他衣服。” “来吧，我给你买新衣服。”他带他去一家服装店，让他选择
保暖的衣服和舒适的运动鞋，付款后说：“兄弟，你看起来帅多了！像个国王，
你知道吗？ “我不敢相信。约翰尼回答说，你就像天使一样，非常高兴地把夏
天的衣服装在包包中。“我只想让你知道你很重要。”。 “谢谢并祝福您”。有一
个手里拿着几枚硬币并且脸上挂着忧虑的年轻女士，小熊也提供了她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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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您应得的帮助，您是一个公务员，我非常佩服您。”。这位惊讶的年轻女
子拒绝接受帮助：“谢谢，但是上帝给了我这双手，这样我可以努力地去工
作……”。 “我给你，因为是你应得的。非常感谢您，我希望您拥有它”。 “好
吧，或许是上帝派你来的，非常感谢您，即使您不相信，这也来自上帝。小熊
告诉我们：“当人们在街上见到某人时，我希望人们不要说他们是陌生人，而
是：他是我的兄弟，他是我的母亲，他是我的父亲-我们将彼此视为家人：这
是我们的目标。我此时希望有很多人对此有想法”。
我在想：模仿熊会有多困难？如果我们做到了，那么生活将更加快乐和宁静。
然后，我们至少不用艰难的开始，我们一起效法他的榜样，首先与我们周遭的
人一起，然后再与其他人一起，因为这种残酷的病毒迫使我们生活改变环境：
它将我们关在家中，跟关爱我们和爱我们的人一起。让我们记住这一点。
有爱心的年轻人。隔天，即27日，我收到了一封学生的电子邮件，其中包含支
持和爱心的信息，值得分享，不用说他的名字，因为天使只有一个名字：爱。
他写道：“我阅读第14版通告时，正在瓦伊坎开展方济各会慈善项目。五个多
月前，我创办了一家小型虚拟企业，为自己创造了1,135元的总收入。但是，
我知道有些人比我更需要钱，所以我想捐出我迄今为止筹集的所有收益。我知
道这只是杯水车薪……。但是每个人都捐款将积少成多，大有帮助。”他为我
们提供了慈善机构服务的机会，并在另一封电子邮件中解释说：“我向您介绍
了我为何决定与该项目合作的一些情况。去年，由于学校的原因，我能够去
Huaycán三次。第二次是心灵上的静修；最后一由诺玛老师（Miss Norma）指
挥的乐队与那所学校合作。他补充说，通过了解Huaycán的现实，他学会了爱
并希望提供帮助：“我不是一个有很多钱的人，由于我的能力得到的钱，我会
完全提供帮助。而且，我的在线业务技能能帮助我赚钱，这就是我为方济各慈
善提供的服务”。我们已经接受了他的捐款，他将与Huaycán de Caridad慈善兄
弟会的人和公司取得联系的人。这只是我们知道的两个例子，尽管兄弟会中有
许多善良和支持者，尽管媒体可能并没有使他们非常受欢迎。我们也可以像他
们一样走在慈善与宽恕，团结与和平的道路上，因此我们也将成为隔壁的圣徒
和播种微笑与希望的天使。校监神父。
 学生网课技术条件调查。我们要求从幼儿园到小学4年级的家长合作，回答上
述调查。如果有多个孩子，请为每个孩子各回答一份。您可以通过学生帐户在
校网输入“表格”选项中找到问卷，该表格将从今天起到8月17日星期一生效。
非常感谢各位的合作。
 欢迎来到第三学期。在此寒假休息之后，学校教学团队也和家人有段交流时间，
第三学期开始了。以下是官方日历为更好了解下半年的工作。
2020年校历
学期

日期

第一學期：12 星期

从 3 月 02 日星期一至 5 月 22 日星期五

第二學期：09 星期

从 5 月 25 日星期一至 7 月 24 日星期五
期末假日: 从 7 月 27 日星期一至 8 月 07 日星期五

第三學期：09 星期

从 8 月 10 日星期一至 10 月 09 日星期五
期末假日: 从 10 月 12 日星期一至 10 月 16 日星期五
从 10 月 19 日星期一至 12 月 22 日星期二

第四學期：09 星期

 最后一天上课：12 月 22 日星期二
 学年毕业典礼：12 月 28 日星期一
(*) 上述计划日期可能因教育部政策而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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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表于4月29日发布的2020教育提案中。网络参考：
 申请入学。通知全校，入学程序（小学2年级起）的注册已经开放。 这些文件
将在八月份接收。校网更多信息，请登入：www.juan23.edu.pe-入学申请。
 家长会，第二学期评分结果。我们再次邀请家长参加本周将举行的会议。各位
可以了解孩子的学习进度报告，其中显示他们的评分和期末结论，更重要的是
进步建议。为此，各位将在邮箱收到家长会的邀请链接。并根据以下时间表登
入：
幼儿园

小学
8 月 13 日星期四

8 月 12 日星期三
4 和 5 岁：晚上 7 点

5º 和 6º 年级：下午 5 点
1º和 2º年级：下午 6 点
3º和 4º年级：晚上 7 点

中学
8 月 14 日星期五
1º 和 2º年级：下午 6 点
3º, 4º 和 5º年级：晚上 7 点

天主教培育管理：
 小学四年级家长圣礼课。作为传播信仰之地，家庭的价值是多么宝贵！方济各
教皇用这句话告诉我们。提醒各位今天晚上7点，请签署家长出席会议。该链
接将发送到您的个人电子邮件。
 中学四年级-坚振礼。8月15日星期六，我们从上午10点到11点半将继续在线
会议。各位将在这一天通过校网接收链接，请于上午9点45分进入注册，确认
出席。提这各位家长，必须填写内联网（Sieweb）上的表格 “ 2020-2021年注
册坚振计划”，须输入家长用户名和密码，并以此形式自动登记姓名、授权和
注册。

伴学管理及校区 培训：
 第七届讲故事比赛“我是在线朗诵者”。感谢学生们热烈参与这次第七届口语比
赛“我是朗诵者”的活动。非常高兴共有40位学员注册！祝贺与会人员的热情和
奉献精神。我们请所有人使用学校的邮箱发送视频。如有老师已经通过另一个
邮箱与您进行了交流，那么无须更改邮箱。
 体育项目：
 乒乓球比赛。在8月14日，15日和16日，乒乓球队将参加由Chaco-Argentina
俱乐部和本校俱乐部举办的第一届在线乒乓锦标赛“友谊赛”。9名教练，3名
解说员和2名受邀球员参加。
 篮球比赛。祝贺本校篮球队的成员以及教练们，参加了5月23日至7月4日举
行的 “阿根廷杯，少儿男篮”，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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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赛 学 生 名 单 ： Haruo Su Tsukasan ， José Ignacio Olaza-bal Romero ，
Joaquín Roberto Torres Gal-vez ， Nicolas Espezua Miller ， Freddy Mas
Contreras，Akira Monzon Suppo，Jorge Nicolas Santiago Long，Erick Bonilla
Saldaña，Joaquín Toledo Horna Xiro Xu Ye，Matias Cotillo Parvina，Santiago
Paiva Velasquez，Angello Esquivel Zamudio，Flavio Alvarez Ramos，Matias
Gómez Cabrera。 教练：Giancarlo Cañola Saavedra。

 运动项目：“启动”。在我们发现自
己处于健康紧急状态的这一刻，我
们觉得运动场项目这个名称。因此，
根据目前情况使用技术工具合并了
不同的运动学科。我们最近的计划
是开始新的体育活动，旨在为年轻
学生提供创新选择，使他们能够开
始增强和继续发展运动技能，并为
他们提供融合和享受的新空间的动
力，充分利用空闲时间，以改善和
保持孩子的整体健康。邀请您加入
“运动启动”计划，向您保证对体育
的热情将继续，我们将取得预期的
成功。请注意以下几点：-课程将于
8月22日星期六开始，在星期六举
行。 -报名时间为8月11日至13日
（在线报名）（相关链接和视频可
在随附的手册中找到）。 -通过教
学社区支持和培训管理计划，注册
是免费的，所有研讨会都是教育提
案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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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部分：
 帐户和学费声明。邀请各位家长使用以下步骤来审查帐单：
1. 进入网站：www.juan23.edu.pe
2. 输入家长用户名和密码
3. 选择选项“帐户对帐单”
如果您有任何投诉或疑问，请写电子邮件至rsanchez@juan23.edu.pe （Raúl
Sánchez-行政管理）。同样，提醒各位注意在不同银行中支付学费须遵循的程
序：
以下银行也可以使用转账方式交付：
付款步骤：
1. 付款
2. 其他机构
3. 学校
4. CEP Juan XXIII (学费)
5. 家长账号

SOLES 账户：
账号: 0011-0122-0200186889
通用账号: 011-122-000200186889-98
请在参考栏中填写家长姓

付款步骤：
1. 付款服务
2. 学校
3. CEP Peruano Chino Juan XXIII
4. 学费交付
5. 家长账号

SOLES 账户：
账号: 200-3000402670
通用账号: 003-200-003000402670-31

SOLES 账户：

付款步骤：
1. 付款至学校或公司机构
2. Peruano Chino Juan XXIII 学校
3. 家长账号

账号: 00-060-106-0040-25
通用账号: 009-060-000106004025-58

平安美善

Jennifer Paján Lan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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