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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篇 
  

a)星期一至星期五為上課日，星期六不用上課  

b)上課及午膳時間  

學校開門時間 上課時間 午膳 /午間活動 放學時間 

上午 8:00 上午 8:15 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 12:35 至 1:30 下午 3:15 

c)每天進入校門前，必須以「智能學生證」在讀卡機「拍卡」。 

才進入學校 

d)八時十五分後才返抵學校作遲到論

a)經常參與學校舉辦的各類活動  

b)了解子女的需要及困難  

c)鼓勵子女自主獨立  

d)支持及尊重子女的意願  

e)關懷及愛護子女，多聆聽他們的心聲  

f)信任學校，與老師建立緊密的伙伴關係  

g)重視上學及與校方合作  

h)接納子女的同學（協助子女建立個人社交圈）  

i)多欣賞、少責備、分享子女的喜與憂  

 

a)每天上課，學生必需帶備學生手冊  

b)家長須檢視手冊首頁之學籍表資料，並貼上穿著校服的學生近照  

c)家長或監護人日後與校方有任何書面聯絡，須依照手冊上之簽署方為有效  

d)通訊地址及電話如有更改，請於學生手冊內註明及盡快通知班主任 

e)家長須每日檢查及簽署學生手冊及督促子女依時交齊功課  

f)請家長細閱並完成學生手冊內各項須家長簽署的部份，並協助切實執行學  

生手冊內各項守則  

a)事務安排：午膳方式、上學及放學的接送、校服  

b)物件準備：用品清單、書簿、書包  

c)學習關顧：家課、通告、溫習、閱讀、資訊技能  

d)家庭生活：寧靜、整潔、運動、娛樂、作息有定時  

e)成長栽培：學術、美學、音樂、體能、科學  

f)生活細則：常規、禮貌、技能、清潔習慣  

a)學生因生病未能上課，家長須於當天早上 8:15 前致電回校請假及填寫手  

冊「學生請假」欄，並於返校時補辦請假手續  

b)學生因事未能上課，請預早填寫手冊請假，並待校方批准  

c)如學生未能出示請假證明，校方則作曠課處理  

d)學生因事或因病需要早退必須由家長到校帶領子女回家

學生備忘 給家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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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篇 
  

a)中文 

包括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四個範疇；初小加強培養學生聽說能力  

小一學生入學最初以閱讀教學為主，培養學生識字、寫字及閱讀的興趣  

為學生營造喜愛閱讀的環境，初步培養他們的閱讀習慣  

 

 

a)中文  

多與子女辨識字型結構，留意發音準確及語意完整  

注意及指導子女寫漢字的筆順、執筆的姿勢  

經常陪伴子女閱讀圖書及進行語文遊戲；  

多聆聽，多給機會並鼓勵子女多說故事及表達  

意見，不窒礙他們的思維發展。  

b)英文 

主要以英語授課，透過遊戲、活動及營造校內外的「英語學習環境」，  

讓學生學習英語，並學習英語拼音  

透過「學生為本」教學形式，讓學生在知識、經驗和人際溝通三方面  

均衡發展  

透過閱讀活動學習英語，如由外藉英語老師負責的「英文圖書閱讀活動」 

b)英文  

陪伴及鼓勵子女閱讀英文圖書，聆聽英語故事  

鼓勵子女積極參與學校的英文科活動  

提高子女接觸英文的機會，如在家中多說英語、 

欣賞英語動畫及歌曲，與子女一同學習英語等  

c)數學 

以「思考、討論、探究、動手」等策略培養學生理解及掌握數學知識及  

概念  

c)數學  

多與子女進行口算、心算及估量活動，培養他  

們的「數字感」  

常跟子女進行與「空間」有關的活動以培養  

「空間感」，如砌積木，比較物件的大小、長短等  

為子女準備只有厘米刻度的直尺 (約 20 厘米長 ) 

學生備忘 給家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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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常識  

以主題教學及專題研習的學習形式，促進學生的個人及群性發展  

推行全方位學習，把學習範圍擴闊到學校以外  

強調發展探究及探索能力，協助學生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d)常識  

培養子女關心社會，關注周遭事物，如鼓勵子  

女閱讀報章，談論時事，觀看或收聽新聞報導  

協助子女蒐集資料，給予適當的支援及討論  

多陪同子女參觀科學館、博物館及公園等，  

引發子女對自然界及人類環境中的事物的  

好奇心及探索能力  

e)普通話  

以「普通話」授課，掌握基本聽說能力  

學習簡單打招呼的對話及日常用語  

e)普通話  

多鼓勵子女聆聽及欣賞普通話故事、動畫或  

歌曲  

多與子女用普通話溝通，或與子女一同學習  

普通話  

f)音樂  

以歌唱、律動、聆聽為主，配合創作活動，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興趣  

f)音樂  

多參與音樂活動，如音樂會等  

聆聽子女唱歌，並多加鼓勵及讚賞  

安排子女學習彈奏樂器，發展潛能  

g)視覺藝術  

通過教授不同的視藝知識及技巧訓練，指導學生運用色彩及多元化物料

創作自己的作品，並培養欣賞及評鑑的態度   

g)視覺藝術  

指導子女準備視藝用品及工具，並放進視藝袋  

內，包括剪刀、膠水、白膠漿、墊枱紙、紙巾、 

濕毛巾連盒，培養責任感及自理能力  

多陪同子女欣賞藝術作品，強化子女在視覺藝術  

方面的觸覺，及培養欣賞的正確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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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體育  

體育課時須穿著整齊運動服裝，包括白色運動鞋及白襪  

須穿著棉質純白內衣及內褲  

遇有身體不適或有傷患未癒，須在上課時向體育老師報告或事前辦理正式  

請假手續  

帶備手帕，自備白開水，保持個人衞生及健康的生活習慣  

h)體育  

提醒子女在體育課日穿整齊運動服裝上學  

為子女準備白開水  

多鼓勵及陪同子女做適量運動，並養成運動習慣  

開課前請詳細填寫子女病歷紀錄；如有特別事  

故，務請通知班主任及體育科老師  

如子女身體不適，不宜進行體育活動，須為子女  

辦理正式請假手續  

i)電腦認知  

學習基本使用電腦的概念及方法，如開關電腦程式、使用滑鼠及鍵盤  

學習使用內聯網及圖書館系統  

透過本校網頁及不同學習平台尋找資料  

注意使用電腦的正確習慣  

i)電腦認知  

協助子女學習使用鍵盤輸入英文字母  

鼓勵子女瀏覽每天學校網頁及相關學習平台  

養成良好的使用習慣，並進行資訊素養教育  

j)多元智能及綜合學習課  

引導學生對個人身心成長的關注，並幫助他們建立環保及低碳的生活

方式  

透過德育課，如月訓講座，工作坊等加強培養學生德育及公民教育的

意識；「班級經營」時段，讓教師與學生共同進行班際及級際活動，加強學

生對學校及班級的歸屬感。  

透過「成長列車」課程內容，培育學生養成良好的品德。  

j)多元智能及綜合學習課  

留意子女的身心成長，如有異常情況，應盡早處  

理或尋求協助  

鼓勵子女多留意身邊發生的事物，常與子女討  

論，讓他們抒發對事情的看法、感受  

以身作則，為子女樹立良好榜樣  

鼓勵子女在課堂上積極參予學習活動  

積極配合及參與學校的閱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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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每學期均有測驗及考試各一次  

測驗的科目  

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及常識科  

考試的科目  

中文科（語文／寫作／說話／聆聽）  

英文科（ GE／ LISTENING／ SPEAKING）  

數學科、常識科  

音樂科、體育科、說話評估會於考試前進行  

普通話科、視覺藝術科及電腦認知科以平時分計算  

a)每學期均有測驗及考試各一次  

為減輕孩子測驗、考試前的壓力，請指導及  

鼓勵子女每天溫習  

每個孩子的學習進度都不同，對他們應多些  

理解與包容，並主動與老師聯絡，了解子女  

的學習情況  

b)進展性評估  

平日各科科任老師會因應需要擬訂不同類型的評估，檢視學生的學習進展，

了解學生的學習差異及在學習上作適當的調節  

b)考試規則  

學生在考試期間不得無故缺席，如因病缺  

考，必須呈交醫生證明書，方可申請補考，  

補考期限為試後兩個上學日。  

考試期間學生如因病缺考三天則不設補考  

（五年級及六年級呈分試除外），該生將不排  

名次，下學年編班將依據上學期期考的成績  

和下學期學生在其他學業評估的表現而決  

定。  

考試後將派回試卷給學生，由老師講解，  

學生核對試卷，家長如欲查核試卷，必須以  

書面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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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考試規則  

考試期間，學生須依編定座位就座，並保持安靜。  

學生在考試進行期間，不得擅離座位，亦不可與同學交談；如有任何  

問題，必須舉手向監考老師提問。  

學生如在考試中作弊，除會被處分外，該科分數將被取消。  

學生於考試期間遲到，不會補回時間；如因校車遲到，全校將根據實  

際情況才開考。 

考試及測驗期間如因颱風、暴雨警告信號懸掛或其他原因宣佈停課，  

當天考試及測驗科目將順延舉行。 

 

 

c)升班及留班準則  

為關顧初小適應小學學校生活，升二年級不  

按成績分班。  

原則上，校方不鼓勵學生留班。如家長及老  

師雙方認為有此需要，家長必須於六月初書  

面向校方申請。  

學生需要留班與否，是取決於學生的年齡及  

其可塑性，校方不會以期考的成績作決定。  

a)每天要抄齊家課及用心完成所有課業  

b)功課的類型多元化，包括習作簿、工作紙、蒐集、觀察及訪問等  

c)臨睡前檢查功課、按時間表收拾書包  

d)若有需要，老師會透過學生手冊，或致電向家長報告學生的學習情況

a)每天檢視及簽署家課冊，指導子女完成家課

及定時溫習  

b)配合學科活動的需要，如蒐集資料，給予子  

女適當的支援及協助  

c)協助子女進行網上練習，如家中沒有電腦，  

可帶同子女到就近圖書館借用  

d)培養子女每天檢查功課及收拾書包的習慣，  

並於學生手冊上簽署  

e)若發現子女經常欠交家課，請主動與老師聯  

絡，積極共同協商，解決子女的學習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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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輔篇 
  

a)養成早睡早起的良好習慣  

b)褓母車生必須準時或早於約定時間到達等候地點；在候車時也要遵守  

秩序  

c)準時回校，並在校方指定地點安靜列隊   

d)進入校園後，不可擅自離開學校  

a)全日制上課時間為早上 8:15 至下午 3:15；半日制

上課時間為早上 8:15 至下午 1:00 

b)學生必須於早上 8:15 或以前到達學校，否則作  

遲到論  

c)褓母車生如當天不乘校車回校，須預早通知褓母  

d)遲到的處理方法  

由看守大門的職工收取學生手冊，校務處會在  

手冊「學校通訊」一欄內蓋印作實，並將資料  

存檔  

校務處蓋印後會交回班主任，由班主任發還給  

學生，班主任於翌日檢查家長欄簽署  

如遲到累積超過 5 次，將會記缺點一次  

提醒孩子早睡早起，養成守時的良好習慣  

遲到紀錄將作成績表上「操行」「守時」一項評  

級的參考及根據  

a)聽到鐘聲 /音樂聲，安靜地到適當位置列隊  

b)列隊時，與前面同學相距一步，並把書包放下  

c)集隊時要快、靜、齊，由矮至高、男左女右，班長分別排隊頭 /隊尾  

d)參加升旗禮時要肅靜，聆聽校歌和國歌，手放兩旁腳站直  

e)遵守站立規則：眼望前、嘴合上、手擺後、腳立正  

f)集會完畢，保持雙行靠左隨班隊上課室  

g)列隊或上落樓梯時遇見老師，微笑點頭

a)每天將按樓層到操場進行早操 /早讀活動，如遇  

雨天則返回課室  

b)其他日子則回校後直上課室，星期四全校到操場  

或禮堂進行早會  

c)提醒子女遵守紀律，在學校做個好學生，在校外  

做一個良好公民  

學生備忘 給家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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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上課要專心，守紀律，並積極主動學習  

b)投入學習，發問前先舉手  

c)回答問題時先舉手並要有禮貌，不爭先、不插嘴  

d)有不懂的家課和問題，勇於向老師和同學請教  

e)在分組學習時，謙讓有禮與人合作  

f)在下課前，要把家課記錄在學生手冊的家課欄上  

g)轉堂時保持安靜，不隨便離開課室  

h)上課期間如需往洗手間，須獲老師、風紀或班長同意，並二人同行前往。 

i)如有不適或受傷，應立即通知風紀、班長或老師  

j)老師及其他嘉賓進入課室必須立即起立敬禮  

k)進入課室要先敲門及打招呼  

a)提醒子女上課要專心，守紀律，並積極主動學習  

b)提醒子女每天抄齊家課，每天給孩子檢視家課  

及簽署家課欄 (本校亦會將各班的家課上載於  

本校網頁，家長可按此方式檢視子女的家課 ) 

     本校網址﹕ www.wtsgps.edu.hk 

c)每天抽空與孩子交談，關懷孩子的校園生活，  

如有需要可致電或親臨學校與班主任或科任老  

師聯絡，儘快了解及商討子女面對的學習困難  

d)如有需要，家長可利用小息、午膳或放學後等  

時間致電學校與老師聯絡本校電話﹕ 2320 2437 

 

a)當小息鐘聲響起，同學須將桌面的書本、文具放進抽屜內方可離開課室  

b)小息將按時間表的編排到操場或留在課室小息  

c)到操場小息之學生，須由老師帶領至操場方可解散離開，中途不得擅離  

隊伍或返回課室  

d)如須前往圖書館，應先在課室等候老師或圖書管理員帶領  

e)在操場上不應追逐或喧嘩，並應保持校園清潔，將垃圾放進廢紙箱  

f)留在課室小息的班別，可在課室內休息或飲食，但應保持課室清潔。  

不應在走廊上追逐或到其他樓層，以免發生意外  

g)所有學生應盡量利用小息時間到洗手間  

h)在操場上小息之同學聽到集隊鐘聲響起後，應迅速返回隊伍集隊，並  

要做到快、靜、齊，然後按班別安靜返回課室  

a)子女每天將按時間表之編排到操場或留在課室  

小息  

b)家長可為子女準備少量健康食物或飲品於小息  

時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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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每天帶齊餐具回校午膳  

b)按老師指示取餐盒  

c)午膳時注意禮儀，聽從老師的指示  

a)為子女安排健康午膳餐盒作午餐  

b)妥善安排訂購子女合適的餐盒及擕帶餐具  

c)選擇家長送飯須在盛載飯盒的袋上寫上姓名及班  

別，於上午 11 時 30 分至下午 12 時 25 分期間將 

飯盒放在小廳門外的推車上：並請留意飯盒保溫  

程度是否滿意，切勿攜帶罐頭、玻璃及水銀盛載  

的器皿 

d)教導子女用餐的禮儀

a)放學前，把抽屜內的書本和物品收拾好，放進書包裏  

b)放學前，必須先戴上「放學牌」  

c)褓母車生在候車地方必須遵守秩序  

d)遵守交通規則，不在馬路上追逐  

e)有良好衛生習慣，不在路上吃東西  

f)準時回家，不到處閒逛  

g)等候兄姊的學生，須到學生輔導主任室旁等候與兄姊會合後才可放學  

h)等候家長接送的學生，先向老師舉手示意方可離開

a)小一及小二學生由老師帶領至正門放學，小三、  

小四學生到長廊側門放學，小五及小六學生到  

龍趣園側門放學 

b)如家庭多於一名子女就讀本校，學生會於學生  

輔導主任室旁等候，與兄姊會合後，利用長廊  

側門放學。 

c)基於保安考慮，家長應在適當的校門範圍接領 

子女  

d)有家長接送者，須先舉手，老師允許方可離開 

e)未有家長接送者須坐於正門椅上等候  

f)已放學之班別班牌將會面向門外  

g)請家長依時到校接回子女，盡量避免讓子女單獨  

回家  

h)家長盡量避免轉換接送者，如有需要，必須預先  

致電學校或透過學生手冊通知班主任。  

i)褓母車生應在固定地方接送，如非必要，請勿更  

改接送地點。如當天不乘褓母車，家長應在手冊內簽  

署、列明，並預早通知褓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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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如身體不適或受傷，要立即通知老師作處理  

b)受傷後應保持冷靜，避免四處走動，以免傷勢惡化

a)身體不適或嚴重受傷的學生將由當值老師或班  

主任處理  

b)班主任會通知家長到校接領身體不適的子女，  

子女會在正門小廳等候，為安全起見，必須由  

家長到校接領子女，簽署早退紙後方可離開  

c)嚴重受傷者，如家長未能趕及到校，校方會安  

排老師陪同下先行將學生送院治理

a)穿上整齊校服、清潔鞋襪  

b)遇見校長、老師、服務員和同學都應敬禮  

c)如廁後必須沖廁，須自備紙巾抹手，並保持地方清潔  

d)站立時，不要用鞋底弄污牆壁  

e)懂得與人分享公用設備，不會獨佔公物  

f)聽從風紀的指導，遊戲時也要注意安全  

g)遵守規則，不會跨過禁止通行的地方  

h)拾起地上紙張，放進環保收集箱，保持校園清潔  

i)拾到東西會交還物主，或交給老師處理  

j)自備清水飲用，不貪吃零食  

k)愛護同學，不爭吵、不說是非，也願意寬恕別人  

l)垃圾應放進廢紙箱，並須把廢物分類處理  

a)每天須按上課時間表穿整齊清潔及適當校服回校  

b)為子女選擇合適尺碼的校服，避免過寬或過緊，  

以免影響發育及活動  

c)宜適時更換校服，以保持子女儀容整潔；此外宜購  

備多於一套校服，以作清洗後替換  

d)男生服裝  

夏季穿白色短袖恤衫，湖水綠條子短褲，白襪及黑  

皮鞋  

冬季穿淺藍色長袖恤衫，結上煲呔，深藍色長褲  

可外加深藍色毛衣或二合一校褸  

e)女生服裝  

夏季穿湖水綠色圓領無摺 A 字裙，白襪及黑皮鞋  

冬季穿淺藍色圓領長袖恤衫，紅白藍格子背心裙  

灰長襪及黑皮鞋，可外加深藍色毛衣或二合一校褸  

f)體育課須穿著體育服，並須穿上白襪及純白色運動鞋  

g)非體育課須穿著校服  

h)長袖或短袖體育衫，須束於褲內  

i)女同學只可用黑色橡筋圈束髮，不可佩戴任何飾物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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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每天應按上課時間表執拾書包和用具，避免令書包過重  

b)衣物、書籍、水壺、文具都寫上自己的班別、姓名  

c)錢包及八達通卡應隨身攜帶及小心保管  

a)家長每天應為子女準備水壺及手帕、紙巾  

b)家長不應讓子女攜帶大量金錢及手提電話回校  

c)每天應按上課時間表為子女執拾書包和用具，  

避免書包出現過重，影響子女健康  

d)貴重物品及八達通卡應隨身攜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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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篇 
  

a)積極參加各項活動及比賽，發展潛能，建立自信  

b)培養參與適當休閒活動的習慣，善用餘暇  

a)積極鼓勵子女參加各項活動及比賽，讓他們發  

展潛能，建立自信  

b)培養子女參與適當休閒活動的習慣，善用餘  

暇，以一生一體藝為目標  

c)加入家長義工行列，協助學校活動的推行  

a)類別  

智育：英文、 3D 打印、創意 Lego、科學實驗等  

體能：田徑、舞龍、雜耍、東方舞等  

美學：如牧童笛、粵劇、敲擊樂、弦樂、管樂、管弦樂等  

b)參加程序  

遞交申請參加的回條及繳付學費  

如參加人數不足，該班將取消  

參加學生的個別上課時間表貼在學生手冊內，同學按時上課，  

學校不會另行通知  

 

 
 
 
 

a)類別  

與子女一起選擇，以達持久的發展  

鼓勵子女在六年學習中參與最少一項學藝班， 

以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有助學生升學及就業  

b)注意事項：  

收到通告後按時辦理報名手續  

留意學生手冊上的各項通知  

關注子女的出席及學習情況  

鼓勵子女在課餘時勤加練習  

學生備忘 給家長的話 



資訊科技篇 
 

a)如果條件允許的話，學校建議家長為學生購置一部  

電腦。市面上大型連鎖店出售的各種品牌電腦，一  

般都符合要求。  

b)一般來說，初小階段 (一至三年級 )主要以文書處理  

和簡易圖形設計為主，一部 Windows10 作業系統 ;   

配合 Intel i3 處理器、 500GB SATA 

硬碟及 2GB 主記憶體等為最基本要求 ; 附設防毒  

軟件及 Microsoft Office 已綽綽有餘。  

c)如果要使用寬頻上網、兄弟姊妹共用或應付高小階  

段 (四至六年級 )，電腦系統的硬件要求亦會高一  

點，可考慮 Intel i5 處理器 ; 500GB SATA 硬碟；  

4GB 主記憶體 ; Windows 10 作業系統 ; 

 附設寬頻網絡卡、防毒軟件、 DVD+/-RW 燒碟機及  

Microsoft Office 等為最基本要求。  

d)注意：現時坊間的新出品軟件大多數支援 Windows 10 

系統，舊版本的電腦有機會不支援  

新版軟件。    

 

a)透過互聯網，家長可與孩子一起上網搜尋及下載  

資料，參加比賽及遞交家課。  

b)要上網的話，就需要向網絡供應商申請一個上網  

戶口，而每間公司的價錢及服務質素也會有分  

別。一般的家用寬頻都是按月收費的，但必須要  

問清楚計劃是不是以「無限」形式執行，否則會  

得不償失。  

c)除此之外，很多學生沒有定期接收及清理電郵戶  

口內的垃圾郵件，而供應商所提供的免費戶口是  

有上限的，額外儲存需給予高昂的附加費，因此  

必須留意。  

學生備忘 給家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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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網上經常出現很多不良電郵及網頁。或偶爾會有  

某些擾人的訊息突然彈出，例如信貸廣告、公司  

促銷、賭博甚至色情及不雅內容等。  

b)為保護子女免受荼毒，家長應盡可能與孩子一起  

上網。  

c)有很多家長會選擇成功率達百分之百的「封殺方  

式」去杜絕後患。可是，這樣必定會令子女學習  

的機會大減。其實，坊間已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過  

濾軟件供家長選購，有些甚至可在網上下載。  

例如：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網址為：  

https://www.ofnaa.gov.hk/tc/publicity/coiao/index_id_19.ht

ml 

d)家長亦可聯絡網絡供應商索取一些解決的辦

法。  

 

a)本校網址為  https://www.wtsgps.edu.hk 是一  

個包羅萬有的綜合學習平台，包括通告、校曆  

和家課查詢、活動資訊、家校合作、各科資訊、 

圖書館系統、校園電視台、內聯網系統及學生  

電子問卷調查系統等。此外，更可連結至多個  

健康及有用的網站，進行電子學習。  

b)家長可與孩子一同分享箇中喜悅，亦可一同到任  

何一角落尋找資料完成專題研習，進行自學，  

真可算是「足不出戶能知天下事」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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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篇 

  

a)本校為全日制學校，校方會透過招標程序委託合適的午膳供應商為學生  

提供訂購飯盒的服務  

b)學生可自攜午膳飯盒  

c)家長可送飯到學校給子女  

 

所有學生必須留校午膳  

a)細心閱讀校方派予子女的有關午膳安排通告，然  

後為子女選擇合適之午膳方式  

b)選購午膳供應商之飯盒，請妥善安排訂購子女合  

適的餐盒，並留意付款方式及日期，準時繳交午  

膳費用  

c)選擇家長送飯，請留意送飯時間，並為子女的飯  

盒清楚寫上姓名及班別  

d)選擇自攜午膳飯盒，請留意保溫程度是否滿意， 

切勿攜帶罐頭、玻璃及水銀盛載的器皿  

a)學校每年均有參與衛生署提供之學童牙科保健服務  

b)此項服務專為小一至小六學生提供一般性牙科醫療服務，包括清潔牙齒、 

補牙及脫牙等，並可獲有限度的牙齒矯正服務  

c)所有參加之學生皆由衛生署編排時間，並由家長陪同往指定的診所應診  

a)細心閱讀校方派予子女的有關牙科保健服務通  

告，然後為子女選擇是否參加此項服務  

b)如參加是項服務，請留意預約日期  

c)檢查當日，請家長親自帶領子女前往牙科中心  

學生備忘 給家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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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學校每年均參與由衛生署舉辦之免費學生健康普查服務，是項服務由衛  

生署編排時間  

b)於指定時間由家長陪同到指定的診所接受檢查  

c)保健服務範圍包括體重及身高、視力測試、聽覺測試、病歷記錄、  

個別輔導及健康講座  

 

a)校方鼓勵學童參與是項服務，以確保學生健康地  

成長  

b)細心閱讀校方派予子女的有關學童保健服務通  

告，然後為子女選擇是否參加此項服務  

c)如參加是項服務，請留意預約日期  

d)檢查當日，請家長親自帶領子女前往學童保健服  

務中心，並帶備學童保健服務小冊子  

a)每年衛生防護中心安排兩次到校為一年級和六年級學生注射疫苗。  

b)防疫注射包括卡介苗、流行性腮腺炎及德國痲疹疫苗，預防白喉、  

破傷風及口服小兒麻痺預防劑，以確保免疫能力  

a)留意校方派予子女的有關防疫注射安排通告  

b)除非特別原因，衛生防護中心呼籲每位一年級和  

六年級同學均接受注射安排，以確保有免疫能力  

a)家長可在特約校服供應商所安排之日期前往學校訂購，或自行向校服商  

購買  

b)學生或家長須親自把款項交給校服供應商，校方只提供場地與協助  

a)留意校方派予子女的有關訂購校服通告  

b)留意領取校服及付款日期  

a)校方預約書商到校售賣學生用書  

b)當天由老師協助學生購買課本  

c)學生可於當日直接付款予書商 (現金或支票均可，但不設找贖 ) 

a)留意校方派予子女的有關訂購課本及練習簿之  

通告  

b)預備合適的書包，以便擺放課本及練習簿  

c)預備課本費用 (現金或支票均可，但不設找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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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校方預約簿商到校售賣學生練習簿  

b)當天由老師協助學生購買練習簿  

c)家長或學生可於當日直接付款予簿商 (現金或支票均可，但不設找贖 ) 

d)視覺藝術科費用以八達通付款  

a)預備練習簿費用  

(現金或支票均可，但不設找贖 ) 

b)八達通卡內備有足夠金錢作視覺藝術科費用  

付款之用  

 

a)家長可自行聯絡褓母車負責人，為  貴子女提供乘車返校及放學服務  

 

a)校車費用直接交予褓母  

b)直接與褓母車商協議候車位置 (站頭 )，以便接  

送子女  

c)準時安排子女到候車位置 (站頭 )等候乘車返  

校。放學後，準時從站頭接回學生。  

a)本校預約攝影公司到校為學生拍攝學生照片  

b)校方於拍攝後安排學生自由訂購班相  

a)如需拍攝學生個人照，請穿著整齊校服及梳理  

頭髮  

b)帶備現金直接付款給攝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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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資助類別  

學校書簿津貼  

學生車船津貼  

上網費津貼  

 

 

 

 

 

 

 

 

 

 

 

 

 

 

 

 

 

a)申請資格  

申請表及資料單張可向學校或民政事務處索取  

b)申請程序  

自行向學生資助處遞交申請或可於網上填妥「學

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電子表格」  

獲結果通知後，填妥「資格證明書」交學校處理  

c)注意事項：  

切勿提交重覆申請  

獲結果通知後，盡快填妥「資格證明書」交班主  

任，家長必須自行影印，保留副本以備日後申請  

其他計劃之用  

 

 

  

本校以學生為中心，透過「全校參與」的融合教育支援模式，營造一個關愛、共融的學習環境，為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全方

位的教育。透過及早識別、及早支援、跨界別合作及家校合作，為學生提供適時及適切的學習支援，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讓他

們發揮潛能。  

本校由學生輔導人員、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及老師為學生提供評估、治療、輔導及學習支援活動。透過小班教學、小組教學、

課後輔導班、功課輔導班、「課程、家課及評估調適」等多元化的措施服務，提升學生在學習、專注力、情緒控制、社交技巧及抗

逆的能力，全面照顧學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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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 讓學生在一個和諧、充滿關愛、富啟發性及鼓勵性的學習環境中學習，使學生在德、智、體、

群、美五育方面，得到全面均衡的發展，並協助學生培養優良的品德，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

積極的人生觀。 

2. 透過全方位學習活動，發掘學生的潛能，讓他們充分發展各方面的才能，將來成為富自信，

有責任感及有貢獻的良好公民。 

 

 

1. 以學生為本。 

2. 每個學生都能學習，並有無限潛能。 

3. 愉快學習，愉快教學。 

4. 多關心，多體諒，共建愛心校園。 

5. 培養積極學習態度，建立學習型團隊。 

6. 賦權承責，發揮所長。 

 

 

誠 Honesty   -----------------  

謙 Modesty   -----------------  

禮 Courtesy  -----------------  

信 Trust   -----------------  

聯絡學校方法 

地址：九龍黃大仙正德街 100號 

電話：2320 2437  

電郵：wtsgps@edb.gov.hk 

彰誠實 

持謙虛 

重禮貌 

守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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