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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基德小學 

訓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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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輔 展重點   

愛與關懷， 自 出  

  -專心上課 

  -主動學習 

   -待人有禮 

   -準時上學 

   -欣賞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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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前的準備 
•儀容 

•禮儀 

•書本 

•書包 

•水樽(闊口) 

•食物(小息和午膳) 

•文具 

   -五枝 刨好的HB鉛筆(不可帶鉛芯筆) 

   -一把膠間尺 

   -一塊擦膠 

   -木顏色 

 



上學及放學時間 

 

上課時間: 八時十 前 ( 東門進入校園) 

          *每天上學前均需量度體溫 

           *上學時於東門拍卡 

           * 勿於七時四十五 前送子女回校 

下課時間: 三時二十 ( 東門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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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一日至九日 

放學時間 

十二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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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學時需注意之事  

     正門放學 

     請在門外等候，預留空間讓過      

   路行人使用 

     留意放學班別展示 

     不會讓小一學生獨自回家 

 



a)清楚填寫及包好，特別注意填寫緊急聯絡        
電話  

b)相片：半身校服相，本校將安排攝影公司於      

    九月六日(二)到校進行拍攝工作；以    

    便製作智能卡及於稍後派  貴子弟之 

    證件相，以供備用 請 貴家長督促   

    貴子弟於拍照日穿著整齊校服回校(不 

    應穿著體育服裝)  

   
* 拍照費用於9月6日直接交予攝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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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學生每日均將家課抄在家課欄，家  

   長應每日檢查手冊及簽署  

 

d) 填妥手冊第4 5及9頁 
 

e) 欠功課欄：老師會註明欠功課之類別   

   請督促 貴子女補做及交回班任  

 

f) 每天量體溫，請家長記錄在手冊 

  體溫量度表 內及簽署  

 



g) 家長如有事要通知老師，可利用學生  

   手冊之 家校通訊欄 ，並著學生通 

   知老師  

 

h) 除利用學生手冊溝通外，校方歡迎家長約  

   見老師，討論有關子女的問題 如要預約 

   ，請在學生手冊上列明約見日期及時間， 

   或致電班主任預約，老師會儘快聯絡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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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家長需協助學生依照學生手冊上的時
間表執拾書包，以減輕負荷  

 

j) 查閲有用資料(家課代號表 校曆表  

   時間表……) 
     上課 停課 假期及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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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見老師 

•上課前或放學後，可用電話聯絡 

 (只能短暫交談)  

•上課期間不作通傳 

  (請留下家長姓名及聯絡電話)  

•可利用手冊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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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到 請假及早退 

學生必須於上午8:10 或前回校，遲到需   

  將手冊交正門工友 記，每學期遲到5次者 

  將會被記缺點及紀錄於成績表  

學生請病假:家長請於是日上午7:30-8:00  

  致電校方，說明學生姓名 班別及告假原 

  因 銷假回校上課時請於學生手冊內的 

 學生請假欄 註明請假原因及家長簽署  

  *請於學生請假欄上填上請假日期及天數，  

   例:小女/小兒因病請假(  )天/因事請假    

      (  )天，並於返校當日將手冊交班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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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如因病告假三天或以上者，須呈交醫生 

  病假証明書  

學生因事請假或早退，請預早填寫 學生請 

  假欄 及通知班主任 校方不會接受學生以 

 旅遊 或 探親 請假；如家長堅持，校方 

  會於成績表上註明事假原因  

凡學生早退，必須 家長或家長委託之成年 

  人到校接回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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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短袖藍色條子恤衫 藍色的確 

      涼短褲 白短襪 全黑色皮鞋  

      黑色皮腰帶  

女生：短袖藍色條子連身裙 白短襪  

      全黑色皮鞋  

 

  *必須穿上純白色內衣  

  *校服要合身  

 

校服 



運動服裝：男女生均為橙黃  

                  色藍邊短袖上衣 

                  及深藍色橙黃邊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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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穿著花襪 船襪 短靴 雜
色皮鞋  雜色底部黑皮鞋  

 

＊校內有空調設備，學生可加穿純
白外套(夏季)/藍色(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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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清潔，勤清洗校服  

＊帶備手帕 

＊請家長用不褪色筆在白布條上寫上    

  學生姓名及班別，並縫在學生外套  

  領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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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容 –樸素 端莊 

a) 不論男女生不得電髮 染髮與使
用定型泡劑或啫喱膏，不得佩戴頭
飾 手鍊 頸鍊 耳環等飾物   

b) 如女生長髮過肩，宜用黑色橡皮
圈結紮 額前頭髮不宜遮掩眼睛，
可用黑色髮夾夾起  

c) 每日帶備手帕；指 要常剪  

 



上課物品 

•書包大小要能容納面積最大的書本為佳 ( 

  質料要輕及耐用) 

 

•除課本外，其他非必要的讀物或玩具，一 

  概不可帶回校  

 

•文具以實用輕便為主，不用買過於花巧的 

  文具，筆袋以布質或輕膠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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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均需帶備:普通HB鉛筆5枝(不用鉛芯筆)

擦膠 膠間尺 木顏色筆  

 

•學生所用之物品(包括水壺 食物盒 外套
校褸 書籍等)均需寫上學生姓名  

 

•學生不可佩戴任何飾物，貴重物件亦不宜帶
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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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請用食物盒盛載餅乾 三文治等    

固體食物於小息時享用 勿帶糖果
香口膠 汽水 袋裝食物或流質食
物  

-用不易碎的水壺或水樽盛載清水 

-一年級學生不被安排使用自動售
賣機  



金錢 

•除繳費外，每天不需攜帶金錢回校 

•需帶備八達通咭者，必須小心保      

  管，並記下八達通咭的編號，以便  

  遺失時跟進  

• 勿攜帶貴重物品  

•不能作任何形式的交易和買賣  



考試測驗補考 

•考試期間學生告病假者，校方酌     

  情處理補考  

   因病缺考必須出示醫生証明書  

•事假不設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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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及颱風措施事宜 

  如遇 區水浸或接獲暴雨警告訊號，
家長應留意電台教育局的宣佈，並
家長自行決定學生應否回校上課 測
驗及考試如因天雨停課則 延舉行  

 



訓輔組計劃 

  * 摘星 獎勵計劃 

     -準時上學 

     -交齊功課 

     -個人自理(校服 頭髮 指 書包) 

     -學科表現 

     -品德態度 

  *班際秩序比賽 

  *生日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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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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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份溺愛不是愛 

孩子們是將要成長的個體 

讓他們學會獨立 

讓他們主動去體驗生活… 

讓他們健康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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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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