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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2018201820182018----2019201920192019 年度注意事項年度注意事項年度注意事項年度注意事項」」」」    

請家長細心閱覽以下通告，敬希家長保存通告，以作全年翻查之用。 

1. 適應週安排 

2. 校園保安及學生守則 

3. 午膳安排 

4.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學生車船津貼計劃及上網費津貼計劃 

5. 考試安排 

6. 預防人類豬型流感、流行性感冒、手足口病及腸病毒 71 型傳染病 

7. 學生健康問題調查 

8.  衛生署同意書 

9. 刊登及記錄學生學習活動照 

10. 課餘課外活動的安排 

11. 拍攝學生個人照 

12. 13/10 家長日 

13. 電子通告 

14. 減輕學生書包重量 
請家長填妥回條及健康調查表，於 9月 4日（星期二）由  貴子弟交回班主

任。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學校與副校長聯絡。 
 
此致 

貴家長 

聖安多尼學校謹啟 

2018 年 9 月 3 日 

--------------------------------------------------------------------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2018201820182018    ----    2019201920192019年度注意事項年度注意事項年度注意事項年度注意事項」」」」回條回條回條回條     SCH18-19/001 
(請將回條交予班主任) 

逕覆者： 

    本人得悉及明瞭以上通告之內容，並已填妥「學生病歷表」（見附件）交回

校方。 

    此覆 
聖安多尼學校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班別：____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日  期：2018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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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 . . 適應週安排適應週安排適應週安排適應週安排    

� 3/9 – 7/9 為本年度適應週，上課時間為上午7:45至中午12:00，將進行中

英數及閱讀課。  

� 10/9 (Day 1) 上課時間為上午7:45至下午3:00並於學校進行午膳。 

 

2222. . . . 校園保安及學生守則校園保安及學生守則校園保安及學生守則校園保安及學生守則    

本校學生純樸有禮，力學守規，深受本區家長讚許。為了繼續致力保持安全

的校園環境，讓學生愉快學習，本校有以下的措施，敬請家長留意及充分合作。 

1. 本校校園開放時間為早上 7:7:7:7:15151515，家長切勿讓學生過早抵校，以免發生意外。 

2. 請家長敦促學生養成早睡早起的習慣。凡遲於早上凡遲於早上凡遲於早上凡遲於早上 7777：：：：45454545 抵校者抵校者抵校者抵校者((((以學校鐘聲以學校鐘聲以學校鐘聲以學校鐘聲

為準為準為準為準))))，，，，均視作遲到均視作遲到均視作遲到均視作遲到。。。。除代表學校參加活動除代表學校參加活動除代表學校參加活動除代表學校參加活動，，，，學生於早上學生於早上學生於早上學生於早上 7777：：：：45454545 後後後後抵校者抵校者抵校者抵校者，，，，均均均均

視作遲到視作遲到視作遲到視作遲到。。。。學生若遲於早上學生若遲於早上學生若遲於早上學生若遲於早上 10:0010:0010:0010:00 抵校抵校抵校抵校，，，，視作請假半天視作請假半天視作請假半天視作請假半天。。。。    

3. 上學時，全校學生均須用側門側門側門側門進入校園禮堂及操場。在晨讀課當天，學生才

可用學校正門或側門上課室直接進行晨讀。當下雨或禮堂進行特別活動時，

學生可用學校正門上課室，請家長留意有關指示。 

4. 校園是學習的好地方校園是學習的好地方校園是學習的好地方校園是學習的好地方，，，，不宜作聚集及大聲喧鬧不宜作聚集及大聲喧鬧不宜作聚集及大聲喧鬧不宜作聚集及大聲喧鬧。。。。凡獲准進入本校之人士凡獲准進入本校之人士凡獲准進入本校之人士凡獲准進入本校之人士，，，，均均均均

須於校務處登記須於校務處登記須於校務處登記須於校務處登記，，，，並配戴訪客並配戴訪客並配戴訪客並配戴訪客名牌名牌名牌名牌，，，，方可進入校園方可進入校園方可進入校園方可進入校園。 

5. 送飯擺放地點為二樓校務處前，請家長提醒送午膳到校的外籍傭工或代表，

將食物放在二樓校務處旁後，儘快離開學校範圍，以免影響學生活動，送飯

時間只限於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2:1512:1512:1512:15––––12:4012:4012:4012:40。 

6. 放學時，一、二年級用第一操場放學離校，三至六年級學生在學校正門放 

學。學生放學只限以下三種方式: 

a. 由家長、直系親屬或家傭接回； 

b. 學生自行離校(只限小三至小六學生只限小三至小六學生只限小三至小六學生只限小三至小六學生)； 

c. 其他獲授權人士(例如：補習老師、鄰居……)，該獲授權人士必須已得家

長同意，並已向校方呈交申請信，申請信樣式請到校務處索取。 

7. 本校放學時間為下午 3:00。放學後，學生應立刻回家。家長切勿獨留子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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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範圍或自行決定讓學生留校，以免發生意外。 

8. 根據教育局指引，在學生上堂期間，若天文台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學校亦應繼續照常上課，不應立即安排學生回家。放學後，亦應在安全情況

下，方可讓學生回家。 

9. 學生須依每天時間表安排，穿合適校服上學，校服內必須穿白色(沒有顏色圖

案)內衣。 

10.家長必須每天簽閱學生手冊，及早了解學生在校情況。校曆表已詳列上學日

期，除事假外，學生不可提前放假，避免教育局視是次缺席為「曠課」，同時，

亦避免學生接收「旅行比學習重要」的錯誤信息。 

11.學生儀容應樸素，不可佩戴耳環或飾物。女生如長髮及肩，請以黑、深啡色

髮夾束好。 

12.學生上課、參加週六課外活動或參加家長日回校，均須穿著整齊校服(請參考

學生手冊)。 

13.學生宜自行照顧個人物品，所有衣物均應清楚寫上姓名所有衣物均應清楚寫上姓名所有衣物均應清楚寫上姓名所有衣物均應清楚寫上姓名。。。。 

14.學生不可帶手提電話回校學生不可帶手提電話回校學生不可帶手提電話回校學生不可帶手提電話回校。上學期間上學期間上學期間上學期間，，，，學生不可隨意借用學校電話學生不可隨意借用學校電話學生不可隨意借用學校電話學生不可隨意借用學校電話。。。。 

15.學生不宜帶貴重物品或文具回校。一、二年級學生不可攜帶金錢或八達通回

校。 

16.學生若患上任何傳染性高的疾病，必須儘快通知校方。早退學生，必須由家

長前來帶同離開，離校前亦須先到校務處填寫早退表。 

17.家長如須會見老師，請提早致電預約。 

18.家長與學校須保持緊密聯繫，共同協助小朋友建立一套清晰的獎懲制度。本

校的獎懲制度如下： 
 

甲. 獎勵 

優點 

1 為學校全年服務而工作盡責及表現良好者。 

2 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而表現良好者。 

3 在行為上有良好表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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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功 

1 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而得獎者。 

 

大功 

1 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而優勝者。 

2 在校內和校外有特別貢獻者。 

 

*註：三優點等於一小功、三小功等於一大功。 

 

乙. 懲罰 

缺點 

1 每遲到四次者，記缺點一次。 

2 在行為上有較差之表現者，例如：對師長無禮、屢次欠交功課、

私相借貸金錢、故意損壞同學之物品等，記缺點一或兩次。 

小過 

1 在行為上有過失者，例如：有違法及不道德行為者、對師長頑強無

禮、打架或蓄意傷人、塗改或撕毀手冊或成績表、偷竊、測驗或

考試作弊等，記小過一或兩次。 

大過 

1 在行為上有嚴重過失者，例如：嚴重破壞校規，屢犯而不知悔改、

刑事盜竊、偽冒家長或監護人簽署成績表、手冊或一切文件等，

記大過一或兩次。 

 

*註： 1.三缺點等於一小過、三小過等於一大過。 

 2.帶危險品及不良讀物回校等，亦會按事件的嚴重性，予以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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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項措施，目標在於希望讓學生得到合適的照顧及支援，以收家校合作

之效。 

3333. . . . 午膳安排午膳安排午膳安排午膳安排    

本校規定學生午膳時間不得離開學校。家長可選擇派人送膳、學生自行

帶膳或向膳食供應商訂購午膳。 

1. 派人送膳：請於下午12:15–12:40把午膳送到學校校務處旁（避免帶有湯水

午膳）。飯袋必需寫上學生姓名及班別，並且請帶備餐具、手巾或紙巾（學

校提供枱墊）。 

2. 學生自行帶膳︰把熱好的飯放保溫飯盒，讓學生於早上一起帶回校（避免帶

有湯水午膳）。請自行帶餐具、手巾或紙巾（學校提供枱墊）。飯壺應選用

不易打破、易開 (建議扭蓋式) 的款式，另外，請避免扭得過緊。  

3. 向午膳供應商訂購午膳︰本校已跟午膳供應商協議，新學年將向小一至小六

所有學生（包括插班生）免費提供一套餐具，日後若遺失，請自行購買。此

外，午膳供應商會借出定期清潔的托盤給學生使用。為確保衞生為確保衞生為確保衞生為確保衞生，，，，餐具需每餐具需每餐具需每餐具需每

天帶回家清潔天帶回家清潔天帶回家清潔天帶回家清潔，，，，翌日再帶回校使用翌日再帶回校使用翌日再帶回校使用翌日再帶回校使用，，，，不得留在學校不得留在學校不得留在學校不得留在學校。 

 

4444....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學生車船津貼計劃及上網費津貼計劃學生車船津貼計劃及上網費津貼計劃學生車船津貼計劃及上網費津貼計劃學生車船津貼計劃及上網費津貼計劃    

1. 「學生資助辦事處」已向曾於2018/19學年獲發學校書簿津貼(包括全額和半

額津貼)，並於2018年5月底前遞交齊備資料，以及能通過新學年入息審查的

學生，提早在8月發放書簿津貼和上網津貼。請申請人自行影印請申請人自行影印請申請人自行影印請申請人自行影印「「「「資格評估申資格評估申資格評估申資格評估申

請結果通知書請結果通知書請結果通知書請結果通知書」」」」副本副本副本副本，以備日後申請其他計劃之用。 

2. 如有已於5月遞交申請表格而尚未收到學生資助辦事處通知者，或對申請結果

有任何查詢者，請致電2802 2345 與該處直接聯絡。 

3. 已收到「資格證明書」的家長，須於9999月月月月8888日或之前日或之前日或之前日或之前，把已填妥的證明書交給

學校核對，經校長簽署後，由學校轉交給「學生資助辦事處」。交回學校前，

請申請人自行影印請申請人自行影印請申請人自行影印請申請人自行影印「「「「資格證明書資格證明書資格證明書資格證明書」」」」副本副本副本副本，以備日後申請其他計劃之用。未能

於指定日期交回證明書者，仍可於任何時候把證明書交到校務處。惟請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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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所有「資格證明書」均需於2019年1月31日或以前，或在證明書發出日

期後的一個月內（二者以較遲者為準），交回「學生資助辦事處」，逾期遞

交的資格證明書，將不獲受理。 

4. 如 5 月時未有申請書簿津貼計劃的家長。可於 9月底前提交申請表格 A(申請

表格 A可向校務處領取) 。 

    

5555. . . . 考試安排考試安排考試安排考試安排    

全年三次考試，第一、二次考試後將於家長日派發成績表﹔第三次考試則

於學期末派發成績表。若同學因身體不適或其他原因，未能出席，則一律當作缺

考，不會安排不會安排不會安排不會安排補考，成績表內亦不會出示該試卷成績。 

本年度將派發中文(語文運用、閱讀理解及作文)、英文(Reading, Grammar)

及數學(五年級呈分試及六年級全年考試除外)，考試後家長可覆核常識試卷以檢

視學生學習進程，申請日期請留意考試通告，申請表格已於家校手冊，家長如有

需要請自行複印。 

 

6666. . . . 預防預防預防預防「「「「人類豬型流感人類豬型流感人類豬型流感人類豬型流感、、、、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手足口病及腸病毒手足口病及腸病毒手足口病及腸病毒手足口病及腸病毒 71717171 型傳染病型傳染病型傳染病型傳染病」」」」    

根據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的公布，一些傳染病如人類豬型流感、流行性感

冒、手足口病及腸病毒 71 型感染等不時於學校爆發。因此，學校在新學年開始

前已徹底清洗及消毒校園，亦會促請全校學生及教職員注意個人及學校環境衞

生。 

為保障學生健康，我們請各位家長除了保持家居清潔衞生，亦須提醒  貴

子弟時刻保持個人及校園環境衞生，及注意以下各項： ● 如子女有腹瀉、嘔吐及皮疹病徵，應盡快求醫；如有發熱、喉嚨痛、咳嗽

或流感徵狀，必須立即戴上口罩和盡早求診，且須通知學校及留在家中休

息，按照醫生的病假指示或直至徵狀消失及退燒後至少兩天(以較長者為

準)才可回校。 ● 如子女感染傳染性較高的疾病，如人類豬型流感、手足口病、水痘等，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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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家中休息，直至發燒消退或水疱乾涸、結痂，並得到醫生發出之證明，

確認痊癒後方能回校上課。 ● 作為額外預防措施，如子女受腸病毒71 型感染，應在所有病徵完全消失

後兩週內都不須返校。 ● 如子女有不適或須留院觀察，需立即通知學校。學校在有需要時會向衞生

防護中心或有關部門呈報學生的情況及聯絡資料，使防控傳染病的工作可

更有效地進行。 ● 遇有子女在校內不適，應與學校通力合作，將患病子女盡早從學校接走，

並即時求診。 ● 為子女提供手帕或紙巾，並提醒子女不應與他人共用毛巾或紙巾。 ● 提醒子女保持雙手清潔，打噴嚏或咳嗽時應掩著口鼻及妥善棄置用過的紙

巾。 ● 家長每天須在子女離家上課前為他們探熱、記錄並簽署手冊內之體溫記錄

表，每天由 貴子弟交回學校。 

新學年開始，學校已要求校車司機，以及隨車人員，如有發熱或其他流感

徵狀，切勿駕駛或登車，並應另作適當安排，及必須立即將情況通知學校及家長。 

若有學生因病缺課，學校會盡量為他們提供學習支援，使他們不會因缺課

影響日後的學習進度。我們再次籲請各位家長通力合作，保持家居清潔衞生，並

時刻提醒  貴子弟注意個人衞生，做好一切預防傳染病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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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學生健康問題調查學生健康問題調查學生健康問題調查學生健康問題調查    

本校現遵照教育局指引，進行「學生健康問題調查」，目的是加強體育教師

及課外活動教師對學生之關顧，現特請  貴家長填寫隨函附上之病歷表隨函附上之病歷表隨函附上之病歷表隨函附上之病歷表（（（（見附見附見附見附

件件件件）））），向校方報告  貴子弟之病歷。此舉純屬自願性質，所填報之資料亦祇供本

校使用，不會向校外人士透露。 

一般而言，學生若患有心血管病、呼吸系統病、羊癇、貧血及糖尿病，即使

毋須再接受治療，亦須向校方提交由其主診醫生簽發之証明書，以証明他們適宜

參與何種程度之體育活動。 

 倘 貴家長不擬填寫 貴子弟之病歷，亦應在病歷表中適當欄內畫上斜線，並在

簽署欄內簽署，由 貴子弟交回班主任，以便辦理為荷。（見附件） 

    

8888. . . . 衛生署同意書衛生署同意書衛生署同意書衛生署同意書    

若多名學生染上傳染病時，衞生署需要跟進調查染病的學童，以防止傳染病

蔓延。因此，學校必須獲得家長同意，以便提供學生及家長的個人資料給衛生防

護中心能即時與家長聯絡。請家長於附件回條中加上剔號，以示同意。 

    

9999. . . . 刊登及記錄學生學習活動照刊登及記錄學生學習活動照刊登及記錄學生學習活動照刊登及記錄學生學習活動照    

 學校為了表揚同學的優異表現，將拍攝或錄影同學於課堂或課餘活動時的

情境，刊登於校網、多媒體物品、壁報、學校刊物或作教學分享。此舉既可鼓勵

同學積極學習，肯定自我，亦可讓家長多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如家長不同意上

述安排，請致電 25466263 聯絡梁副校長。 

    

10101010. . . . 課餘課外活動的安排課餘課外活動的安排課餘課外活動的安排課餘課外活動的安排    

校隊選拔及甄選學生參加公開比賽事宜校隊選拔及甄選學生參加公開比賽事宜校隊選拔及甄選學生參加公開比賽事宜校隊選拔及甄選學生參加公開比賽事宜    

老師將於九月初進行校隊選拔或甄選學生參加公開比賽，如：香港學校朗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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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香港學校音樂節、香港學校戲劇節等。如出席率或上課表現未如理想，校方

將會取消 貴子女參賽的資格。獲挑選的學生會收到書面通知。此外，學校 Day6

課外活動課或其他課餘活動訓練班會稍後時間(約十月中)展開。 

 

興趣班報名事宜興趣班報名事宜興趣班報名事宜興趣班報名事宜    

其他興趣班將於九月尾收到課程的資料及有關的通告，興趣班將於十月第三

個星期開始上課。每名學生可選擇多於一項課程，但家長宜注意子女的均衡發

展，不宜過於傾側於某一方面，課外活動宜多元化。請留意所選課程的上課日期

及時間，避免同一時間報讀不同的課程。 

    

11111111....    拍攝學生照拍攝學生照拍攝學生照拍攝學生照及班相及班相及班相及班相    

 校方將邀請攝影公司於 9 月 7 日(星期五)上午（上課期間）為學生拍攝

學生照（學生證件相）及班相，學生照的費用（每打 12 元正）將在第一期雜費

中收取，而班相的費用（每張 10 元正）則會在第三期雜費中收取；惟拍攝學生

照當天因病假或缺席等原因未能拍照的學生，該攝影公司將不會再次到校為學生

拍攝，家長需自行為子女準備學生照。學生照將會存放於學校，以便使用。若家

長需要，可向班主任索取。 

    

11112222....    11113333/10 /10 /10 /10 家長日家長日家長日家長日        

 當天將進行本年度家長日，並安排中英數老師與家長面談，以便了解首

月學生的上課表現及可以改善之處。當天亦會進行家教會會員大會，敬請預留時

間出席。 

 

11113333....    電子通告及電電子通告及電電子通告及電電子通告及電子繳費子繳費子繳費子繳費 

     本年度學校會全校推行電子通告及電子繳費，詳情於稍後家長會及通告

通知各位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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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4444....    減輕學生書包重量減輕學生書包重量減輕學生書包重量減輕學生書包重量    

學校為了減輕同學書包重量，故特別擬定了「學生執拾書包指引」，讓各年

級同學可按需要執拾書冊。這既可減輕書包重量，亦可從小培養同學自理能力，

讓同學自行執拾書包，做一個有責任感的好孩子。 

同時，學校明白到書冊及學習用具的重量實在不小，故此特別允許小一同學

把聖經科課本留在學校，而其他的補充教材如非溫習需要，老師將安排保留在學

校。同學們如沒有得到老師特別指示，平日只須帶「必備書冊」、當天所交功課、

晨讀圖書和必要的文具；其他書冊(如：補充、成語等)則不應每天帶回學校上課，

以避免書包過重，影響健康。 

除此之外，根據教育局建議，學校鼓勵學生多用學校裝設的飲水器，不要攜

帶開水回校及鼓勵家長培養子女每天執拾書包上學。 

 

# 開學首週請根據「小一開學適應週學生須帶備用品」便條 

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    

科目 各科必備書冊及用具 

中文 課本 

英文 Sound Writing, Module Book, Dictation Revision 

數學 數學課本、直尺、木顏色筆 

常識 常識課本 

電腦 不用帶課本(使用校本教材) 

音樂 音樂課本、笛書、牧童笛(將於稍後派通告，由校方集體訂購牧童笛) 

聖經 不用帶課本(聖經課本已存放在課室內) 

普通話 普通話課本、作業 

視藝 

 

視藝用品 (按老師指示帶備不同用具，例如：粉彩、剪刀、膠水、枱墊、

圍裙、手袖、濕手巾、毛巾盒、視藝筆記簿、膠袋一個盛載剩餘物料) 

註：(粉彩及視藝筆記簿將於第一次視覺藝術堂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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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1414....    減輕學生書包重量減輕學生書包重量減輕學生書包重量減輕學生書包重量    

 

學校為了減輕同學書包重量，故特別擬定了「學生執拾書包指引」，讓各年

級同學可按需要執拾書冊。這既可減輕書包重量，亦可從小培養同學自理能力，

讓同學自行執拾書包，做一個有責任感的好孩子。 

同時，學校明白到書冊及學習用具的重量實在不小，故此特別允許小一同學

把聖經科課本留在學校，而其他的補充教材如非溫習需要，老師將安排保留在學

校。同學們如沒有得到老師特別指示，平日只須帶「必備書冊」、當天所交功課、

晨讀圖書和必要的文具；其他書冊(如：補充、成語等)則不應每天帶回學校上課，

以避免書包過重，影響健康。 

除此之外，根據教育局建議，學校鼓勵學生多用學校裝設的飲水器，不要攜

帶開水回校及鼓勵家長培養子女每天執拾書包上學。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    

科目 各科必備書冊及用具 

中文 課本 

英文 Vocabulary I can read, Storybook, Module Book 

數學 數學課本、校本單元課業(稍後派發)、直尺 

常識 常識課本 

電腦 不用帶課本(使用校本教材) 

音樂 音樂課本、笛書、牧童笛 

聖經 聖經課本 

普通話 普通話課本、作業 

視藝 

 

視藝用品 (按老師指示帶備不同用具，例如﹕粉彩、剪刀、膠水、枱墊、

圍裙、手袖、濕手巾、毛巾盒、視藝筆記簿、膠袋一個盛載剩餘物料) 

註：(粉彩及視藝筆記簿將於第一次視覺藝術堂派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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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1414....    減輕學生書包重量減輕學生書包重量減輕學生書包重量減輕學生書包重量    

 

學校為了減輕同學書包重量，故特別擬定了「學生執拾書包指引」，讓各年

級同學可按需要執拾書冊。這既可減輕書包重量，亦可從小培養同學自理能力，

讓同學自行執拾書包，做一個有責任感的好孩子。 

同時，學校明白到書冊及學習用具的重量實在不小，故此特別允許小一同學

把聖經科課本留在學校，而其他的補充教材如非溫習需要，老師將安排保留在學

校。同學們如沒有得到老師特別指示，平日只須帶「必備書冊」、當天所交功課、

晨讀圖書和必要的文具；其他書冊(如：補充、成語等)則不應每天帶回學校上課，

以避免書包過重，影響健康。 

除此之外，根據教育局建議，學校鼓勵學生多用學校裝設的飲水器，不要攜

帶開水回校及鼓勵家長培養子女每天執拾書包上學。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    

科目 各科必備書冊及用具 

中文 課本、筆記簿 

英文 Notebook, Vocabulary I can read, Storybook 

數學 數學課本、校本單元課業(稍後派發)、數學筆記簿、直尺 

常識 常識課本 

電腦 不用帶課本(使用校本教材) 

音樂 音樂課本、笛書、牧童笛 

聖經 聖經課本 

普通話 普通話課本、作業 

視藝 

 

視藝用品 (按老師指示帶備不同用具，例如﹕粉彩、剪刀、膠水、枱墊、

圍裙、手袖、濕手巾、毛巾盒、視藝筆記簿、膠袋一個盛載剩餘物料) 

註：(粉彩及視藝筆記簿將於第一次視覺藝術堂派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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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1414    減輕學生書包重量減輕學生書包重量減輕學生書包重量減輕學生書包重量    

 

學校為了減輕同學書包重量，故特別擬定了「學生執拾書包指引」，讓各年

級同學可按需要執拾書冊。這既可減輕書包重量，亦可從小培養同學自理能力，

讓同學自行執拾書包，做一個有責任感的好孩子。 

同時，學校明白到書冊及學習用具的重量實在不小，故此特別允許小一同學

把聖經科課本留在學校，而其他的補充教材如非溫習需要，老師將安排保留在學

校。同學們如沒有得到老師特別指示，平日只須帶「必備書冊」、當天所交功課、

晨讀圖書和必要的文具；其他書冊(如：補充、成語等)則不應每天帶回學校上課，

以避免書包過重，影響健康。 

除此之外，根據教育局建議，學校鼓勵學生多用學校裝設的飲水器，不要攜

帶開水回校及鼓勵家長培養子女每天執拾書包上學。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    

科目 各科必備書冊及用具 

中文 課本、筆記簿 

英文 Notebook, Vocabulary I can read, Elect, Sounds I can read 

數學 數學課本、校本單元課業(稍後派發)、數學筆記簿、直尺 

常識 常識課本、常識筆記簿 

電腦 不用帶課本(使用校本教材) 

音樂 音樂課本、笛書、牧童笛 

聖經 聖經課本 

普通話 普通話課本、作業 

視藝 

 

視藝用品 (按老師指示帶備不同用具，例如﹕廣告彩、調色碟、盛水杯、

畫筆、紙巾、剪刀、膠水、枱墊、圍裙、手袖、濕手巾、毛巾盒、視藝

筆記簿、膠袋一個盛載剩餘物料) 

註：(廣告彩及視藝筆記簿將於第一次視覺藝術堂派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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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14.14.減輕學生書包重量減輕學生書包重量減輕學生書包重量減輕學生書包重量    

 

學校為了減輕同學書包重量，故特別擬定了「學生執拾書包指引」，讓各年

級同學可按需要執拾書冊。這既可減輕書包重量，亦可從小培養同學自理能力，

讓同學自行執拾書包，做一個有責任感的好孩子。 

同時，學校明白到書冊及學習用具的重量實在不小，故此特別允許小一同學

把聖經科課本留在學校，而其他的補充教材如非溫習需要，老師將安排保留在學

校。同學們如沒有得到老師特別指示，平日只須帶「必備書冊」、當天所交功課、

晨讀圖書和必要的文具；其他書冊(如：補充、成語等)則不應每天帶回學校上課，

以避免書包過重，影響健康。 

除此之外，根據教育局建議，學校鼓勵學生多用學校裝設的飲水器，不要攜

帶開水回校及鼓勵家長培養子女每天執拾書包上學。 

 

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    

科目 各科必備書冊及用具 

中文 課本、筆記簿 

英文 Notebook, Vocabulary I can read, Elect, Sounds I can read 

數學 數學課本、校本單元課業(稍後派發)、數學筆記簿、直尺 

常識 常識課本、常識筆記簿 

電腦 不用帶課本(使用校本教材) 

音樂 音樂課本、笛書、牧童笛 

聖經 聖經課本 

普通話 普通話課本、作業 

視藝 

 

視藝用品 (按老師指示帶備不同用具，例如﹕廣告彩、調色碟、盛水杯、

畫筆、紙巾、剪刀、膠水、枱墊、圍裙、手袖、濕手巾、毛巾盒、視藝

筆記簿、膠袋一個盛載剩餘物料) 

註：(廣告彩及視藝筆記簿將於第一次視覺藝術堂派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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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1414    減輕學生書包重量減輕學生書包重量減輕學生書包重量減輕學生書包重量    

 

學校為了減輕同學書包重量，故特別擬定了「學生執拾書包指引」，讓各年

級同學可按需要執拾書冊。這既可減輕書包重量，亦可從小培養同學自理能力，

讓同學自行執拾書包，做一個有責任感的好孩子。 

同時，學校明白到書冊及學習用具的重量實在不小，故此特別允許小一同學

把聖經科課本留在學校，而其他的補充教材如非溫習需要，老師將安排保留在學

校。同學們如沒有得到老師特別指示，平日只須帶「必備書冊」、當天所交功課、

晨讀圖書和必要的文具；其他書冊(如：補充、成語等)則不應每天帶回學校上課，

以避免書包過重，影響健康。 

除此之外，根據教育局建議，學校鼓勵學生多用學校裝設的飲水器，不要攜

帶開水回校及鼓勵家長培養子女每天執拾書包上學。 

 

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科目 各科必備書冊及用具 

中文 課本、筆記簿 

英文 Notebook, Vocabulary I can read, Elect, Sounds I can read 

數學 數學課本、數學筆記簿、直尺 

常識 常識課本 

電腦 不用帶課本(使用校本教材) 

音樂 音樂課本、笛書、牧童笛 

聖經 聖經課本 

普通話 普通話課本、作業 

視藝 

 

視藝用品 (按老師指示帶備不同用具，例如﹕廣告彩、調色碟、盛水

杯、畫筆、紙巾、剪刀、膠水、枱墊、圍裙、手袖、濕手巾、毛巾盒、

視藝筆記簿、膠袋一個盛載剩餘物料) 

註：(廣告彩及視藝筆記簿將於第一次視覺藝術堂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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