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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 
一. 背景 
 本校乃「香港中國婦女會」於一九六五年創辦之小學，一向校風淳樸，深受家

長歡迎。 
二. 宗旨 
 本校秉承「香港中國婦女會」之辦學宗旨，提供多元優質教育，實踐校訓「博

學篤志」，樹立學生良好品格及培育國家社會棟樑。為學童提供「全人教育」，
希望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均衡發展，並致力建立淳樸的校風及締
造愉快的校園生活。 

三. 品德教育 
 透過校本生命教育課程，培育本校學生具備關愛、堅毅、盡責、自律和自信的

生命素質。 

四. 學生上課及放學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 8時正至下午 3時正 (上午 8時後才回校，作遲到論)。請家長
督促 貴子弟準時返校上課及準時接回。學生若在學期內遲到五次，將記缺點一
個及扣操行分。 

  

家校合作 
一. 家長教師會 
 學校與家長皆渴望學生能成材，因此希望家長與學校經常保持密切聯繫，衷誠

合作，令學生能獲最大的得益。本校成立了家長教師會，以加強學校與家長的
溝通，而每位家長均是會員，每年並須繳交會費。 

二. 與老師面談 
 若特殊情形需與老師見面時，可先致電於上課前或放學後約見。 

三. GRWTH家校通訊應用程式 
 本校為加強家校溝通，方便學校資訊即時發放，學校已全面使用「GRWTH 家

校通訊應用程式」。家長可透過 GRWTH手機 APP，瀏覽學校即時訊息、觀看家
課日誌(只限小一)、校曆表、活動消息及簽覆電子通告等。 

四. 家長日及家長座談會 

 為使家長能進一步瞭解  貴子弟在校之情況，而教師能瞭解學生在家之行為，

學校會舉行「家長日」及家長座談會，以便家長與班主任交換意見，以收共同

管教之效，希望各家長能依時出席。 
  

學生手冊 
一. 學籍簡表(見附件一) 
 請家長詳細填寫此表，並貼上學生穿上校服的近照，以便加蓋校印。同時，請

將住宅及手提電話填上，以便學校於需要時或緊急時與家長取得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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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長簽名或印章式樣(見附件一) 
 為杜絕學生冒家長簽名，請各家長盡可能以同一簽署或印章式樣，簽署手冊內

各項通知事項。 
三. 熱帶氣旋、持續大雨及雷暴之措施(見附件二) 
  甲. 當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學校全日停課。 
  乙. 當天文台發出「紅色」、「黑色」暴雨警告： 
   a. 上學前發出，學校全日停課。 
   b. 上課時發出，繼續上課至正常下課。 

四. 學生請假通訊 
 學生未經請假而缺席，學校當即查究。請 台端予以合作，事前替 貴子弟請假，

無論病假或事假均請在上課前辦理手續： 
  a. 在學生手冊請假通訊欄內簽妥，交班主任查閱。 
 

 b. 事前未辦理請假手續，則請致電本校(電話號碼:2560 2051)請假，待 
貴子弟復課時，然後照 a.項辦理。 

 
 c. 學生如患水痘、手足口病、猩紅熱等傳染病，不可上課，必須出示有

效之醫生證明確定學生已痊癒，才可復課。 
 * d. 校方不批准因旅遊理由而請假，不獲批准的事假會紀錄於成績表上。 

五. 學生獎懲紀錄表 
 學生如有良好表現或行為不檢，分別予以獎勵或被懲罰，均記錄在案： 
 

 獎勵方面，包括記優點、小功、大功等。優點三次，等於小功一次；記小
功三次，等於大功一次。 

 
 懲誡方面，包括記缺點、小過、大過等。缺點三次，等於小過一次；記小

過三次，等於大過一次。 

六. 家課日誌 
  a. 家課 
   家課日誌內登錄學生每日須完成之家課，請每日檢查及簽署。 
  b. 通訊 
 

 
 此欄為學校與家長通訊欄，藉此加強校方與家長聯絡。同時，校方如

需學生購買物品，如補充或其他捐款(如童軍獎券、公益金等)，必會
通知家長，請勿輕信學生口頭索款的要求。 

  c. 課後留校 
 

 
 欠交家課、成績欠佳、操行欠佳的學生，教師會預約於課後留校補做

或接受輔導。教師會預先於手冊內或以電話通知家長，請各家長依時
到校接回 貴子弟或安排其自行回家。 

七. 校曆表 
  a. 假期：紅色表示假期，不用回校上課。 
  b. 考試：有紅星表示考試，全學年共三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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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上課時間表 
 載於手冊後頁，請着 貴子弟依時間表執拾課本上課，以解決書包過重問題。此

外，請著 貴子弟依時間表穿着校服或體育服上課。 
  

評估政策 

一. 評估安排 

 

 
學期 考試 測考科目 佔分比重 計分科目 

上學期 模擬 
考試一 

中文、英文 
數學、常識 不計分 不計分 

下學期 
考試二 所有學科及術科 

(語文科包括所有分卷) 50% 
所有學科 

(語文科包括所有分卷) 

考試三 所有學科及術科 
(語文科包括所有分卷) 50% 

所有學科 
(語文科包括所有分卷) 

 

二. 試卷的處理 
 1. 考試一及二：試卷經教師評定後，會派回給學生核對及改正，了解犯錯的

地方，並發回給家長查閱及簽署，然後將試卷交回校方存查。 
 2. 考試三：試卷經教師評定後，會於堂上派給學生查閱，了解錯誤的地方，

即堂交老師收回，試卷不會發回給家長查閱。 

三. 成績報告表 
 1. 成績表只會顯示全級首 50 名和全班首 20 名。 
 2. 一年級考試一不派發成績表。 
 3. 考試二及三成績、操行及各項表現，均登錄於成績報告表內，請家長審閱

後簽署，給  貴子弟交回班主任。 

 4. 比賽獲獎紀錄 
  本校鼓勵學生於課餘各盡所長，積極參與校內及校外的課外活動及比賽。

所獲的獎項會登錄在學生成績表內，以茲鼓勵。 
 5. 留級 
  學生學業成績未達升級標準或需留級重讀，留級只限一次。 
   

訓育事宜 

一. 校服及儀容 

 1. 本校會定時檢查學生校服及儀容(見學校網頁)。 

 
2. 學生須按照時間表穿著校服；體育服只於有體育課、活動日、體育訓練或

特別通知時方可穿著。 

 3. 考試期間應穿著校服。 

 4. 如學生在星期六/學校假期回校參與課外活動，須穿著校服/體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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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髮型 

 
頭髮不能過長，並應常常梳洗，以重衞生。女生髮長過肩者應束辮，頭飾只可
黑色、深藍色或深咖啡色，不可佩戴太誇張頭飾。倘遇有過長頭髮或不整潔者，
當通知家長協助，予以改善。 

三. 學生用品 
 請各家長在  貴子弟所用之物件(如校褸、羊毛外套、冷氣外套、課本、水壺等)

寫上學生姓名及班別，以便遺失後易於辨認領回(升班後，請更改班別)。 
四. 公德心 

 
本校學生應自覺地保持本身及周圍環境之整潔，任何時間都要保持學校地方清
潔，包括課室、操場、洗手間等。學生不要隨地拋棄垃圾、弄污地方或破壞公
物，若有損壞，須照價賠償。 

五. 責任心 
 為培養學生的責任心，學生應該自己帶齊上學所需物品，例如：課本、文具及

家課等，請 台端督促  貴子弟每天要執拾書包，書包不宜帶太重或過量的文具

及雜物回校，而書包外亦不應掛上飾物。家長請勿在上課期間遞送欠交或欠帶

的物品予學生，或於放學後到校取回遺漏物品。 
六. 雨天放學 

 
為免除雨天上課及放學時之混亂，本校要求學生於雨季時，每天都要帶備輕便
雨衣，放在書包內，以備不時之需。在放學時如遇上暴雨，校方會安排家長到
課室接回  貴子弟。 

  

學生事務 

一. 學生名牌 

 
為方便老師識別小一新生，校方會派發「學生名牌」予每位小一學生，學生於
回校時請將名牌掛於胸前。 

二. 廣泛閱讀圖書及中央圖書館 

 
除中央圖書館外，本校各班均設有中英文廣泛閱讀，方便學生借書回家閱讀。

家長宜鼓勵子女多閱讀圖書及妥善保管所借閱書籍，如有損壞或遺失，學生須

照價賠償。 
三. 午膳安排 
 為保障學生安全及學習團體生活，午膳安排如下： 
 1. 學生自行攜帶午膳 
 2. 學校代訂購午膳餐盒 
 3. 由家長送膳食 
四. 樂器訓練班 

 本校著重培養兒童對音樂的興趣，設有中、西樂樂器訓練班，敬希各家長鼓

勵小朋友參加，並督促他們在家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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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校車服務 

 
本校設有校車服務，由「新輝旅運公司」營辦，學校會監管其服務。如 台端自

行找其他保姆車服務，請留意該等車輛有否違法加設座位，以致超載，並請注

意有關保險及聘請保姆跟車等問題。保姆車服務的監管，學校概不負責。 
六. 購買書簿 

 本校特約「光明書局」以優惠價售賣課本、簿冊及補充教材，各家長亦可自行

到坊間購買。 
七. 校服 

 本校的校服由「豐昌順校服公司」負責供應，各家長亦可自行到坊間購買，但應

留意其款式、顏色或衣料是否相同，否則校方會要求學生更換合符規格的校服。 
  

其他 
一. 早退 
 a. 學生因身體不適或其他原因早退，必須由家長到校接回，家長須在「早退

紙」上簽署，方可帶學生離校。 
 b. 學生如因意外受傷，校方會即時通知家長，並為該生進行適當之急救或送

醫院急症室(視受傷情況，同時急症室收費須由家長支付)。因此，家長之緊
急聯絡電話如有更改，請立即通知校方及在學生手冊上清楚註明。 

二. 退學 
 學生如因遷居或其他原因退學，家長需寫信提出申請退學，以便校方呈報教育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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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樣 
本 

二○二○至二○二一年度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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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氣旋、持續大雨及雷暴，本校之措施 

甲. 熱帶氣旋 
1. 上學前，當天文台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時，本校全日停課，即使稍後
時間改掛較低風球，各同學亦不用返校﹔ 

2. 如在上課時間內，天文台改掛八號或以上風球，教育局宣佈學校停
課，本校將仍然開放，讓學生留在學校內，各家長應盡速到校接 貴
子弟回家，待學生完全疏散後，學校始行關閉。 

乙. 持續大雨及雷暴 
當天文台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1. 如在上學前發出，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本校全日停課，即使稍後上
述信號取消，各學生亦不用返校﹔ 

2. 如在上課時間內發出，本校仍然繼續上課，直至正常下課時間。如放
學時仍然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當日的補課、輔導、

團隊、樂器訓練班及各項訓練等均告取消。 

丙. 附錄 
1. 如考試時，遇上述情況，本校須停課，則當天的考試會延期舉行(在
該次考試結束後第一天舉行)﹔ 

2. 如因天氣、道路、斜坡或交通情況惡劣，以致學生無法返校或遲到，
學生不會受到處分﹔如適逢考試，學校會安排補考而不作任何處分﹔ 

3. 為方便學校於「天氣突然變壞，教育局宣佈中止上課」時作出安排措
施有所依據，請  台端填妥以下資料，以便辦理為荷。    

 
 
如放學前遇天氣突然變壞、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教育局宣佈停課，敝子弟

不能自行回家，本人同意 貴校依下列本人之意願安排： 

 補習社接回  乘搭校車回家 

 家長親自接回  乘搭媬姆車回家 

註：請在適當的空格 內加「ü」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 
 
 
 
 
 
 

  

  

 

樣 
本 

附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