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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校園生活錦囊 

 
➢ 上學五寶 
☺足夠的食水或帶備盛水器皿 

☺手帕或紙巾 

☺充足的文具 

☺低脂肪、低鹽及低糖的健康食物 

☺外套 

 

➢ 良好習慣 

☺培養每天執拾書包的好習慣，讓子女不要因負荷過

量書本而影響發育。 

☺早睡早起、做適量的運動 

☺注意健康飲食 

☺保持愉快心境 

☺多看有益的課外書籍 

 

➢ 保持良好親子關係 

☺每天檢查及簽署學生手冊 

☺多讓子女分享校園生活 

☺積極參與學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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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開學行事備忘 * * 
6 月 20 日(六) 

下午 4:00-6:00  

 

新生家長迎新講座 

8 月 20 日(四) 

上午 10:30-12:30 

 

 

小一新生家長工作坊 

8月 20 - 21日(四、五) 

上午 10:30-12:30 

 

「小一新生銜接課程」 
(穿校服或便服、帶文具、水樽) 

8 月 31 日(一) 熨好校服，迎接新學年 

(收拾書包，帶文具、學生証) 

 



 4 

 

**  開學行事備忘* * 

9 月 1 日(二) 

上課時間：上午 8：50 至下午 12：25 

(處理班務；派發通告) 

填寫各回條、學生健康服務、學童牙科 

保健、自學班申請表等。 

申請書籍津貼查詢服務：第一週每天下午

3：30 至 5：00 

9 月 2 日(三) 
上課時間：上午 8：50 至下午 12：25 

(處理班務、講解班規、派發書籍) 

9 月 3 日(四) 
上課時間：上午 8：50 至下午 12：25 

(處理班務、講解班規、辦理退書) 

9 月 4 日(五) 
上課時間：上午 8：50 至下午 3:30 

(依時間表上課，辦理退書，開始在校午膳) 

9 月 7 日(一) 
回復正常上課安排 

上課時間：上午 8：50 至下午 3:30 

9 月 14 日(一) 自學班開始：下午 3：30 至 5：00 

9 月 16 日(三) 

上課時間：上午 8：50 至下午 1：05 

(下午為多元智能課，分兩節進行) 

*每週三多元智能課的放學時間及地點按

學生所參與的課外活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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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8:00-8:40 ➢ 學習小組(P.1-P.6) 

上午 8:15-8:40 ➢ 開放校門 

上午 8:15-8:40  ➢ 故事姨姨時段(逢星期二) 

上午 8:45  ➢ 由風紀帶領到操場集隊。 

上午 8:50-9:00  ➢ 早會時間 

上午 9:00-9:15  ➢ 班主任課 

上午 9:15-9:50  ➢ 第一節課 

上午 9:50-10:25  ➢ 第二節課 

上午 10:25-11:00  ➢ 第三節課 

上午 11:00-11:15  ➢ 小息 1 

上午 11:15-11:50  ➢ 第四節課 

上午 11:50-12:25  ➢ 第五節課 

下午 12:25-1:05  ➢ 午膳 

下午 1:05-1:25  
➢ 小息 2 及午會(回家午膳的同學，請

於 1 時 20 分前回校) 

下午 1:25-2:00  ➢ 第六節課 

下午 2:00-2:35  ➢ 第七節課 

下午 2:35-2:45 ➢ 小息 3 

下午 2:45-3:20 ➢ 第八節課 

下午 3:20-3:30 ➢ 班主任課 

下午 3:30-5:00 ➢ 自學班(自由參與) 

 
*此時間表適用於星期一、二、四、五，星期三下午為多元智能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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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膳安排 

學校每月下旬均會發午膳回條，請家長依學生午膳安

排，填妥回條並依時交回班主任。 

 

在校午膳 

➢ 午膳時間由下午 12 時 25 分至 1 時 20 分，家長需

妥善安排學生午膳，如送飯或訂飯。 

➢ 若家長送午膳，可於中午 12 時至 12 時 20 將午膳

放到雨天操場的飯箱內(飯袋必須標上學生的姓名

及班別)。 

➢ 學生必須自備餐具及桌墊，保持課室整潔。 

 

回家午膳 

➢ 午膳時間為下午 12 時 25 分至 1 時 20 分。 

➢ 若家長當天不能在家提供午膳，請安排學生在校午

膳。 

注意：學生不可獨自在街外午膳。 

 

放學安排 

下午 3 時 30 分放學(「自學班」下午 5 時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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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請假 

➢ 學生因病或因事缺席，請家長致電回校請假，並在

手冊「請假通知欄」內填上缺席原因，回校後請班

主任簽署。 

➢ 學生在考試期間缺席而有充份理由，將獲安排在考

試後的三個上課天內進行補考。 

➢ 學校不接受學生因「外遊」而請假。 

 

 

早退 

➢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需早退，必須由家長或委託之親

友到校接學生。 

 

遲到 

➢ 以下情況將視作遲到，並紀錄在學生手冊內。 

上午：早會集隊鐘聲過後(8：50)才返抵學校； 

午膳：13：20 或之後才返抵學校； 

活動日：在通告上指定之集合時間以後。 

 

 

家長可隨時登入 E-Class 了解子女的出缺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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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惡劣劣天天氣氣應應變變措措施施 

➢ 熱帶氣旋警告信號下，學校的上課安排。 

 

 

天氣情況 上課安排 

一號熱帶氣旋 -照常上課 

三號熱帶氣旋 
-照常上課，另行通知除外。 

-所有戶外活動取消。 

八號或以上 

熱帶氣旋 

警告信號 

 

A.在早上 5:30 前發出 

-學校停課。 

-學生應留在家中，不需回校。 

-校內默書或考試，以及所有活動將會  

延期或取消，請留意學校網頁宣佈。 

B.在學生上學途中發出 

-在正常情況下，學生應繼續前往學校。 

-校舍將會開放，直至所有學生離校。 

-已抵校學生須待情況安全才可返家。 

-家長應盡快到校接子女回家。 

C.在上課時間內發出 

-校舍將會開放，直至所有學生離校。 

-校方會通知家長到校接回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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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警告信號下，學校的上課安排： 

黃色暴雨警告下，學校照常上課，另行通知除外。 

 

時間 紅色暴雨警告 黑色暴雨警告 

上 午 5:30

至 6:00 前

發出 

-學校停課，學生應留在家中。 

 

在學生上

學途中發

出 

-學校停課 

-在情況許可下，學生應繼續前往學校，直

至情況安全才可返家。 

在上課期

間發出 

-學校繼續上課，直至正

常放學時間及情況安

全下，學生方可離校返

家。 

-學校繼續上課。 

-如於正常放學時

間，黑色暴雨警

告信號仍未除

下，學生應留在

學校或必須由家

長到校接回。 

 

⚫ 在暴雨及颱風期間，家長、學生應留意電台或電視台

有關天氣、路面及交通情況的公佈。 

⚫ 在暴雨及颱風期間，雖然教育局未宣佈停課或停課後

宣佈復課，家長仍然可以因應其居住地區的天氣及道

路交通情況，而決定是否讓其子女上課。學生因此等

特殊情況缺課或遲到，不會遭受處分；倘遇考試，亦

可獲安排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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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溝通途徑 

➢ 「Kwok Man SMS」計劃 

讓學校與家長聯繫更緊密。短訊內容包括活動事項通

知、學生學習情況、緊急事件安排等，而本校所發的

短訊將顯示「KwokMan」字眼。 

 

➢ eClass Parent 手機應用程式 

家長可在 Play Store或App Store下載 eClass Parent應用

程式，便可以隨時隨地查看本校最新訊息及子女回家

時間。 

 

➢ E-Class 網頁 

家長可以家長身份登入，以獲取學校資訊及學習素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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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社交網站 

學校會把活動相片上載到

http://www.facebook.com/kwokmanschool 

 
 

➢ 學校網址 http://www.cckms.edu.hk 

包括最新資訊、活動照片、學科知識等資料 

 

 

 

 

 

 

 

➢ 聯絡學校途徑： 

電話 : 2981 0432 

⚫ 傳真 : 2981 6345 

⚫ 郭婉琪校長電話 : 90364882 

 

http://www.facebook.com/kwokman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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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智能能學學生生證證」」使使用用守守則則  

1. 學生每天早上進入校門、中午午膳(如需離開)、早退及放

學離校時，必須拍卡。（遲到的學生也需拍卡） 

2. 班主任課老師將核實當天學生的出席人數，校方將以核

實後的記錄作準。 

3. 學生證上的相片及資料須清楚展示。 

4. 如欠帶學生證，學生須向班主任登記，班主任會在點名

時記錄。 

5. 拍卡者必須是智能學生證的持有人，不得代他人拍卡，

若發現代人拍卡，則當作欺騙行為處理，雙方均作相同

處分。 

6. 不得刮花、塗污、弄濕或摺曲智能學生證，以免毀壞卡

內晶片， 如發現學生證損毀，學生須填寫「補領智能學

生證申請表格」交回班主任辦理補領手續，並需繳交新

卡費用 10 元。 

7. 證件繩及卡套如有破損，可連同已破損的卡套或證件繩

到校務處免費更換。 

8. 學生可使用智能學生證借閱校內圖書。 

9. 本校只向每名學生提供一張智能學生證供在學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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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手冊冊內內容容及及用用途途 

1. 學生每天必須帶手冊上學，並在家填寫體溫紀錄在手 

冊上，回校時供老師檢查。 

2.學生每天均須自己填寫家課冊。 

3.家長須每天檢查及簽署家課冊，以了解學生在學校的

學習情況和家課內容。(每天下午 4 時後，家長可登入

E-Class 瀏覽當天的家課。) 

4.如學生遺失手冊，可向校方購買。 

5.家長如有特別事項通知老師，亦可在「家長通知學校

欄」填寫，並著學生交回教師簽署。 

6.每個學段，學生都會更換新手冊，若家長需更新資料，

請通知班主任及簽署。 

  

  

申申請請配配戴戴飾飾物物//手手提提電電話話程程序序 

1.原則上，學生不宜配戴飾物或帶手提電話上學。 

2.如家長有特殊原因要求子女配戴飾物或帶手提電話，

必須以書面向校方申請，並於信內列明原因，校方將

考慮每個申請的情況，給予酌情權。 

3.如學生未得學校允許帶手提電話回校，一經發現，將

交由訓導組處理。 

 

 



 14 

校校服服服服飾飾及及儀儀容容要要求求 

除訂購校服外，敬請家長注意以下學生服飾要求： 

夏季校服 

男生：短白襪(不可穿船襪)、黑皮鞋、黑皮帶、白色

內衣。 

女生：短白襪(不可穿船襪) 、黑皮鞋、白色內衣。 

冬季校服 

男生：長袖白裇衫、白襪(不可穿船襪)、黑皮鞋、黑

皮帶。 

女生：圓領長袖白裇衫，白襪(不可穿船襪)及黑皮鞋，

若穿襪褲，可選擇白色、深藍色或灰色。 

運動服裝 

白襪(不可穿船襪)及純白色球鞋，球鞋不可有任何標誌。 

外套 

學生可因應天氣加穿純白或深藍色外套。 

若上學前氣溫在攝氏 12 度或以下，學生可穿著其他禦寒

衣物，以純黑、深藍或棗紅色為主。女生可穿運動裝回

校。 

頭髮及髮飾 

男生頭髮不得過耳背。 

女生頭髮若長及肩膀，則須束起，所有髮飾以簡單及

素色為主，不宜過量。  

儀容 

學生應經常保持整潔，注意個人衛生，定期修剪指甲。 



 15 

學學生生福福利利事事宜宜  
1) 「學生健康服務」及「學童牙科保健服務」 

請家長填妥及簽署學童牙科保健(符合資格者費用
$30)及學生健康服務申請表(符合資格者免費)，連同
所需費用交回班主任。 

2)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 首次申請書簿津貼，可向學校索取表格，填妥表格
後連同其他所需資料，用資助辦事處提供的信封自
行寄回辦事處。 

⚫ 收到資格證明書需交回學校，由校長簽名，校方會
寄回辦事處。 

⚫ 申請人須符合申領資格；  
⚫ 申請人必須通過家庭入息審查。 
⚫ 申請人可同時申請上網費用津貼，以支付子女家居

上網學習費用，津貼發放以家庭為單位。 

3) 在校午膳津貼 
⚫ 有關津貼將會由教育局直接發放予學校，由學校以

午膳代金劵形式發放予合資格學生(全額書簿津
貼)，以繳付午膳費用；  

⚫ 有關津貼不設追溯期，請及早申請。 

4) 全方位學習基金(為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在參與由學校

舉辦的活動提供津貼) 

受惠對象包括： 

(i)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ii) 領取「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 全額津貼」 

(iii) 符合學校自訂經濟困難審定條件的學生 

***如需申請或查詢，請聯絡相關負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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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接種事宜 

衛生署轄下的學童免疫注射小組每年均到各小學為

小一及小六學童接種疫苗，以預防傳染病包括破傷風、

白喉、百日咳、小兒麻痺症、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德

國麻疹及乙型肝炎。 

    如閣下同意貴子女接種所需疫苗，請把貴子女所有

免疫接種記錄的正本於學校指定日期交回學校。學童免

疫注射小組會查核記錄，以確定是否需要接種疫苗，並

於接種疫苗後在貴子女的免疫接種記錄蓋上接種日期。 

  所有免疫接種記錄包括由香港公立醫院或母嬰健康

院發出的免疫接種記錄（ＤＨ６）、私家醫生／醫院發出

的免疫接種記錄，以及由內地或海外衛生機構發出的免

疫接種記錄。 

 

 

 

遺失免疫接種記錄 

如貴子女的免疫接種記錄經已遺失，請向為貴子女接種

疫苗的提供者申請補領。 

1. 母嬰健康院：如貴子女曾在母嬰健康院接種疫苗，請

向為貴子女接種疫苗的母嬰健康院補領。 

2. 私家醫生／私家醫院／非本地衛生機構：請聯絡為貴

子女接種疫苗的提供者補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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