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有關開學注意事項 

(通告第 001/2019 號) 

各位家長：                        
 

    2019 - 2020 學年今天正式開課，茲將各有關事項通告如下，敬請留意： 
 

一. 
 

上課時間：(1) 9月2日(星期一)至9月6日(星期五)半天上課，上課時間：上午8:25 至下午12:15   

          (2) 9月9日(星期一)開始，全體學生按照全日制時間表上課：上午8:25至下午3:30   

二. 學生照片：為方便製作學生資料，校方已安排攝影公司在 9 月 4 日(星期三) 到校為全校學生拍照。

學生如需要沖印照片，請於 9 月 4 日(星期三) 帶備費用直接交製作公司職員查收。 

全校學生於拍照當日需穿著整齊夏季校服(切勿穿著運動服)。【附件一】 

三. 書簿津貼及車船津貼：凡已向學生資助辦事處申請上述津貼的家長，請於 9 月 4 日或以前將「資 

助表格證明書」交回學校辦理。從未申請過資助的家庭如想申請本年度的資助，可向

可銘學校校務處、民政事務處、區域教育服務處或學生資助辦事處索取表格 A 及有關

申請文件。如有查詢，可致電學生資助辦事處，電話 8226 7067。           

四. 學生健康服務及學童牙科保健服務：如需參加學生健康服務及學童牙科保健服務，請填妥申請表

暨同意書，於 9 月 9 日或以前交回學校辦理。凡參加牙科保健者，需繳交港幣三十元

正(暫時不用繳費，付款安排，稍後再通知。)  
 

五. 免費注射季節性流感疫苗服務：本校成功申請「學校外展流感疫苗接種計劃」， 生署將安排人

員到校為學生免費注射流感疫苗。請填妥同意書，於 9 月 9 日或以前交回學校辦理。 

六. 學生上體育課及參加體育活動的安排：為確保學生在上體育課及參加體育活動的安全，請填寫「家

長對學生參與體育課及體育活動意向書」，填妥後將回條交回班主任。【附件二】         

七. 放學方式：為了解各學生之放學方式，以方便管理及確保學生放學安全，請各位家長填寫手冊內之學生

放學方式紀錄，以便班主任作出適當之安排。【附件三】 

八. 乘坐校車安全守則：為確保學生乘坐校車之安全，敬請家長叮囑  貴子弟遵守「乘車安全守則」。

【附件四】 

九. 
 

乘坐公共汽車守則：為確保學生乘搭公共汽車之安全，敬請家長叮囑  貴子弟遵守「乘坐公共 

          汽車守則」。【附件五】 
 

十. 
 

學生守則：請詳細閱讀【附件六】 

十一. 校規摘要：見「學生手冊」第 8-11 頁，閱後並請家長簽署。 
 

十二. 手冊及家課冊：請填妥手冊、家課冊之封面及手冊內「學生個人資料紀錄表」，並請  貴家長每

天簽閱家課冊及替子女量好和填寫體溫紀錄，以確定子女身體健康。 

                                                               校長  陳煥璋  謹啟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 

------------------ ------------------- ------------------- --------------------- ----------------- 
(通告第 001/2019 號) 

【回  條】 

覆可銘學校陳煥璋校長： 
 

 有關  貴校於 9 月 2 日發出之通告，本人業已知悉。 本人決定： 
1. □參加學生健康服務      /  □不參加學生健康服務 

2. □參加學童牙科保健服務  /  □不參加學童牙科保健服務  

3. □參加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服務   /   □不參加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服務  
 

備註：請在適當 □ 加「 」 

                                     ______ 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    )    

 

 

負責人:譚鳳婷副校長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零 一 九 年 九 月 _______ 日 



 
 

【附件一】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沖印學生照片 
 

 

各位家長： 
 

  本校為方便  貴家長為子弟預備新學年學生相片，特別安排攝影公司到校提供服

務。現將有關詳情臚列如下： 
 

負責公司：影藝數碼製作公司 

拍攝日期：9 月 4 日(星期三) 

拍攝地點：G04 學生活動室 

照片大小：3.5cm x 5cm (背景為藍色) 

收    費： 港幣 12 元正 (12 張) 

繳費安排：學生於 9 月 4 日(星期三)將費用直接交製作公司職員。 

備    註：1. 貴家長可自行決定學生是否需要沖印相片服務。 

          2. 不需要沖印服務的學生仍需拍照，以供校方保存。 

 

 

電腦資訊組啟 

2019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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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沖印學生照片(回條) 
 

覆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 本人委託可銘學校安排影藝數碼製作公司替敝子弟沖印學生照片。 

費用將由學生直接交製作公司職員。 

 

□ 本人不需要學校為敝子弟沖印學生照片之服務。 

 

 

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2019 年 9 月    日 

 
 
負責人：黃月兒主任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附件二】 
家長對學生參與體育課及體育活動意向書(2019-2020年度) 

 

各位家長： 
 

     為使學生達致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本校將體育科列為正規課程；

學生經常參與適量的體育運動，可促進身心健康。但請各家長必須留意，學生如患上一

些疾病，例如心臟或血管疾病、肺結核、創傷未癒、內臟疾病例如腎、肝、腸、疝、胰、

膽等和急性的感染如扁桃腺炎、支氣管炎、中耳炎等，均不宜參加體育活動，經註冊醫

生認可者例外。 
 

    貴子弟如患有上述疾病或其他未列明之疾病，而欲校方長期或暫時豁免其參與體育

課及體育活動，請在回條(第3項或第4項)申明理由，並附上註冊醫生證明書，以便辦理。

如  貴家長現時同意  貴子弟參與體育活動，日後發現   貴子弟偶有身體不適而需暫

時或長期停止體育活動時，亦請立即通知學校。  貴家長如對  貴子弟之健康或是否適

宜參與一般之體育活動有所懷疑，應即前往註冊醫生診斷是盼。 
 

另外，學生在學校學習活動中，如遇到任何突發事故，學校將依以下程序處理。  

程序(一)：學校會立即致電學生家長，由家長決定是否將該生送院。 

程序(二)：學校如未能及時聯絡上家長，為學生安全著想，學校將會儘快召喚救護車，

把該生送往醫院救治。急症室服務收費及其他費用需由家長支付。 
 

校長 陳煥璋 謹啟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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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對學生參與體育課及體育活動意向書回條(2019-2020年度) 
     

    (甲) 請在下面 1 至 4 項中，以「 」選取一項，表示意願。   
 

□ 

 

1.「本人同意」敝子弟本學年參與體育課及體育活動。 

□ 2. 敝子弟雖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病名)，但「本人仍同意」 

其參與本學年體育課及體育活動。 

□ 3.「本人不同意」敝子弟在本學年參與體育課及體育活動。茲附上

註冊醫生證明書副本供  貴校備案之用。 

   理由:                                               

                                                        

□ 4.「本人暫不同意」敝子弟在下列日期內參與體育課及體育活動。 

   茲附上註冊醫生證明書供  貴校備案之用。 

   豁免日期:                   至                      

   理由:                                               

                                                       

【附註: 該日期過後，照常參與體育課及體育活動。】 
 

     (乙) 本人業已知悉有關突發事故將學生送院的程序安排。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緊急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二零一九年 九 月 _____ 日  

負責人：陳偉恒老師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附件三】 

     2019-2020 年度   

      學生放學路線資料表 

 

請詳閱以下資料表及學生放學路線圖，選擇適合  貴子女的放學方式，並填在手冊第 12 頁內。 
 

放學方式 

（隊伍名稱） 
放學路線 / 方法 列隊位置 備註 

校車隊 所有校車由（2）號校門離開。 停車場 

1.本地校車隊放學開車時間： 

下午 4:30 

2.跨境校車隊放學開車時間： 

深圳灣：下午 3:45 

福  田：下午 3:45 

3.由校車保姆照顧上校車及點名。 

4.有關校車安全守則，見本通告之

【附件四】。 

 

家長隊 

1.為保障學生安全，准下午 3 時

30 分才開啟（3）號校門。 

2.所有家長必須由（3）號校門進

入學校，在指定等候區等候。 

3.家長及學生由（3）號校門離

開。 

4.沒有家長到校接回的學生，不

得離開校門。 

 

有蓋操場 

近（3）號 

校門 

1.請家長準時到校接回子女。 

2.逾時接放學者，校方將安排學生 

在校務處等候，並會致電家長了 

解原因。 

3.若放學方式有任何改變，請家長 

填寫手冊通知校方/班主任。 

4.一、二年級學生必須由家長到校 

接回。(*若由他人代接，必先向

校方書面申請。) 

自行回家 

1.學生需在 1 號校門指定位置集

隊，待老師及風紀檢查「放學

証」後才放學，由老師指示從

（1）號校門離開。 

2.基於交通安全理由，校方建議

學生不宜經天城路斑馬線往方

潤華小學方向離開（有家長帶

領者除外/使用者必須依交通燈

號過馬路）。 

有蓋操場

指定位置 

1. 學生必須佩戴已貼上相片之「自

行回家」放學証。 

2. 學生須注意路上安全，如有罔顧

安全者，校方將通知家長為學

生更改放學方式。 

註：1.全年可補領「放學證」兩次。 

2. 當 天欠 帶 者， 在 家課 冊 蓋

印。由老師登記姓名及班別

（記名三次，扣積點一個），

並需跟隨歸程隊放學。 

跨境學生 

自行乘車隊 

(B1/276B/B2P

或其他公共

汽車) 

1.學生需在有蓋操場指定位置集

隊，由老師帶領到巴士總站乘

車回家。 

有蓋操場 

(近小賣

部) 

1. 學生必須帶備/佩戴「出入境證

明文件」及校方之「自行回家」

放學証。 

2. 學生必須跟從老師依校方規定

的路線到巴士站乘車。 

3. 學生必須遵守有關乘搭公共汽

車規則。【附件五】 

其他 

（請家長在

手冊內列明） 

如家長駕車接載學生放學，請於 

(2)號校門外等候。 

(2)號 

校門內 

家長接回學生後請立刻離開，並聽

從校工的指示，以免妨礙校車出

入。 

1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2019-2020 年度   

學生放學路線圖 

 

 
 

圖例： 

代表 1 號校門（向運動場），早上不開放，只會在 3:30 分放學時才開放給乘 276B 及 3 至 6 年 
級自行回家的學生)。 

代表 2 號校門（停車場），上學及放學時開放，只供校車及駕車接載學生之家長使用。 

代表 3 號校門（向天耀 ），上學(7:30)及放學時(3:30)開放，供家長及學生使用。 

基於交通安全理由，校方建議學生 不宜 經天城路斑馬線往方潤華小學方向離開（有家長帶

領者除外，使用者必須依交通燈號）。 
 

 

 

2 

 

 
嗇色園 

主辦 

可銘學校 

  

 

 

 

 



                                               【附件四】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乘車安全守則 
 

各位家長： 
 

    根據教育局指示：學校、家長或監護人應教導及提醒學生在乘搭學校

私家小巴、學校租用汽車或公共汽車(巴士)時，必須遵守的安全守則。除乘

搭車輛的學生外，本校舉行的全校旅行和各項參觀活動都會為學生安排車

輛接載，因此，所有家長或監護人都必須清楚乘車安全守則。茲將教育局

規定之安全指引及校方要求詳列如下，懇請  貴家長督促子弟遵守，確保

安全： 

 

甲. 學生乘搭公共汽車(巴士)/校車/保姆車的安全守則 

1. 上車前，必須在指定地方排好隊，依次序上落車，不得爭先恐後； 

2. 必須選好座位或坐於保姆指定的座位，不得隨意/擅自更換座位； 

3. 車輛行駛時，嚴禁離開座位，或在車廂內行跑，防止煞車時碰傷； 

4. 乘車時不准飲食、玩耍及大聲呼叫，以免騷擾司機駕駛； 

5. 切勿將頭、手或身體任何部分伸出窗外； 

6. 在車廂內觸犯校規所禁止的不當行為，如說污言穢語、打架、破壞公物

者，必依校規懲罰； 

7. 保持車廂清潔； 

8. 對司機、保姆、車長及同學有禮貌； 

9. 必須聽從保姆的指示。 

 

乙. 家長 / 監護人請注意 

1. 提醒學生遵守以上各項； 

2. 提示學生準時到站頭上車； 

3. 協助學生整理書包及避免攜帶大型物品乘車； 

4. 負責學生回校上車前及回家下車後的安全和秩序； 

5. 年幼學生乘車返家應由家人到站頭接回； 

6. 如學生屢次違反乘車守則，校方會著令其退搭校車； 

7. 如學生因事當天不搭校車，家長 / 監護人必須寫在學生手冊內，並通知

校車保姆，切勿讓學生口頭通知班主任或保姆。 

 
                                        訓育組  謹啟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 

 

 



 

【附件五】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有關自行乘坐公共汽車上學事宜 

 

各位家長： 
 

    本校學生日漸增加，無論乘坐輕鐵、巴士來往元朗、天水團的學生都有明顯增

長，加上部份跨境學生，乘坐公共汽車往返福田或深圳灣出入境口岸亦有所增加。

為保障本校學生自身安全和做個良好的公共汽車乘客，本校冀盼學生務必遵守乘車

守則。學生要養成自律守紀的良好習慣，必須從日常生活做起。本校一向重視學生

個人品格的培育，因此，學生日常在公共場所之表現極為重要，是培養學生成為一

個良好公民的基本元素。可銘學生一直被區內居民稱讚，是有禮貌和誠實的孩子。

本校深信學生能在家長和老師的教導下繼續學習遵守規則，不會隨便做出擾亂公眾

秩序的行為，故本校嚴格要求學生遵守以下規則，以保障自身安全： 

 

1) 乘車前先準備足夠的輔幣或已儲值的八達通卡。 

2) 在車站時要有秩序地排隊上落，不得爭先或恐後。 

3) 上車後要馬上坐好，不可跑動、嬉戲和大聲說話，以免騷擾司機和其他乘客。 

4) 在車上要放好書包，不可阻塞通道，更要小心保管好自己的財物和書包。 

5) 不可在車上玩遊戲機、手機或發出聲浪騷擾司機和其他乘客。 

6) 在車上不可飲食、吐痰和隨便丟棄垃圾，並要注意公德。 

7) 在車上時，如情況許可，可以讓座給有需要的人。 

8) 行車時，不可隨意走動，必須緊握扶手或扣上安全帶。 

 

在保障學生自身安全的大原則下，希望學生能學習自律守規，本校冀盼  貴家

長能敦促  貴子弟遵守上述規則，好讓  貴子弟養成自律守規的習慣。 

 

 如有任何意見，請致電 2445 0101 與班主任或訓導主任唐新蘭聯絡。 

 

                                                            

                                         訓育組  謹啟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附件六】 

                              學生守則                    

 
各位家長： 
 
 為使家長了解本校之訓育要求，從而與學校配合，使 貴子弟成為盡責守紀的好學生，現將有關

規則謹列於下： 
 
1. 勤學守時：學生須養成守時之習慣，上學不遲到，以免影響學業及操行成績。 
2. 校服儀容： 

2.1 學生須穿 整齊校服回校上課，內穿純白汗衫。上體育課則穿 學校運動服、純白運動鞋及純

白短襪(無花邊)。 
2.2 學生必須按校方規定穿 校服或運動服回校，運動服只於上體育課或參與活動時穿 。 
2.3 學生於非上課時段（如星期六、放學後、家長日等）回校均須穿 校服，以資識別。 
2.4 男學生的頭髮不宜過長，女學生的頭髮長及肩者，宜用純黑色的頭箍、橡皮圈或髮夾束起頭髮。

所有學生不許染髮，髮型要樸實、不追潮流、不太前衛。 
2.5 為培養學生生活樸素的習慣，學生不得佩戴手鍊、戒指等飾物上學。耳環只限小粒狀。 
2.6 為培養學生注意個人 生，學生須經常剪指甲，每天帶備手帕或紙巾一包。 

3. 文  具： 
3.1 學生必須帶備足夠的文具上學。文具應以實用為主，不可帶有玩具性質，以免學生上課分心，

妨礙學習。 
3.2 校內禁止使用鉛芯筆，學生應自備數枝已刨好的鉛筆回校。 
3.3 學生不准攜帶塗改液或一些電動擦膠回校。 
3.4 五、六年級學生得老師批准可用藍色原子筆做功課。 
3.5 學生不准攜帶 紙刀回校，校方有 紙刀供學生上視覺藝術課時使用。 

4. 放  學： 
4.1 學生的放學方式必須依從學生手冊的「學生放學方式紀錄」，不得擅自更改。 
4.2 學生改變放學方式，必須由家長 寫學生手冊通知校方。校方不接納學生的口頭通知。 
4.3 自行放學的學生離校前必須出示「放學證」，讓當值老師識別；未能出示「放學證」的學生，

校方將安排跟隨歸程隊延遲放學。全年計算，被記名三次，扣積點 1 次，如此類推。 
4.4 若遺失「放學證」，請家長簽寫學生手冊通知校方補發。全年可補發兩次。 

5. 學生手冊及家課冊： 
5.1 學生必須每天攜帶學生手冊及家課冊回校。 
5.2 學生手冊內之各項資料須 妥、簽署及小心保存。如有遺失，家長須以書面申請補購。請家長

每天查閱  貴子弟的家課，並簽署家課冊，以收督促之效。 
6. 攜帶物品： 

6.1 學生不可攜帶玩具、漫畫或有危險性之物品（如小刀、尖利剪刀、雷射燈等）回校。 
6.2 水樽必須配上肩帶供學生掮 ，或用手提袋載水樽和食物盒。 
6.3 為學生的脊骨健康 想，學生必須使用雙肩帶背囊式書包。 
6.4 學生不得攜帶手提電話及其他電子產品回校。 

6.4.1 學生原則上不得攜帶手提電話回校。如有特別需要，家長須每年向校方提交書面申請，由

校方酌情處理。申請者獲批准後方可攜帶手提電話回校。學生須於上課前將其手機關上

及寄存在校務處，並於放學時取回。申請手續及使用規則如下： 
1.家長應以書面向訓育組申請，信中要列寫申請原因，並承諾學生能遵守有關規則。 
2.經訓育組批准後，學生須在指定手機上貼上姓名及班別貼紙。(有效期為一年) 
4.學生進入學校前，先關掉手提電話，並到校務處把手提電話交予教職員登記及保管。 
5.放學離校前，學生到校務處取回電話。 
6.請家長注意，手提電話只為方便溝通，建議學生不得攜帶智能電話。 
7.若學生未經批准擅自攜帶手提電話回校，或沒有按規定把電話交給學校保管，則視 

作違反校規，學生需承擔處罰及全學年不得再申請。 
6.4.2 佩帶手錶: 學生佩帶手錶是為了掌握時間，因此只可佩帶一般的手錶。若要佩帶智能手錶

電話。如有特別需要，家長須向校方提交書面申請，由校方酌情處理。 
   6.5 學生不可帶過多金錢回校(除個別繳交費用外)，本校規定學生最多帶 20 元零用錢及小心保管「個 

人八達通」，「八達通卡」上需要貼上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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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冷氣外套： 
7.1 學生可帶備純白色或純灰色的冷氣外套回校，以免 涼。 
7.2 請家長用布條寫上學生姓名及班別，並且釘在外套的衣領內，以資識別。 
 

8. 帶備雨具： 
8.1 三至六年級學生必須每天帶備雨具上學，以備放學時天氣突然轉變。校方將隨時檢查。 
8.2 倘放學時下雨，為免學生淋濕身體 涼，沒有帶雨具的學生將不許離校，直至停雨或家長到校

接回才可離校。 
9. 失物處理： 

9.1 學生必須妥善保存自己的財物，如有遺失，可向校務處查問。 
9.2 失物只會保存兩星期，如無學生認領，校方將自行處理或捐贈給慈善機構。 

 

學生守則及校規詳情載於學生手冊第 6 至 11 頁，倘家長對學校的行政措施有任何寶貴的意見，

歡迎以電話或預約時間到校與校方商量。多謝合作！ 
 
 
 
 

                                                               訓輔組啟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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