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
2022至2023年度第001號通告
敬啟者：
有關本校開課後之各項事情
(一) 上課時間
1. 上課時間：上午8:15(學生於上午7:30後方可進入校內)
2. 午膳時間：下午1:00 - 2:00
全校學生必須留校午膳。學生須自備午膳，亦可由校方代訂購飯盒或由家長送午
膳到校。
3. 放學時間：下午3:25(星期一、二、三、四) ﹔下午2:30(逢星期五)
*現階段學校根據教育局指引以半日制面授課形式上課，上課時間：上午8:15 - 下午
1:00。校方或會安排學生在下午(2:45 - 4:00)進行網課活動，請學生預留時間出席*
(二) 午膳
於全日上課之日子，午膳承辦商會供應飯盒予訂購飯盒之學生，不訂餐之學生，可自
行帶備飯盒或由家長親自把飯盒於下午12:45前送抵本校交工友代為辦理。
(三) 保持校園衛生和健康
學校在新學年復課時，會保持學習環境的衛生和健康的預防措施，請家長每天上學前
為子女量度體溫，並在手冊內填寫體溫紀錄。
當學生有輕微呼吸道感染病徵時，應戴上口罩，以減低傳染疾病的機會。倘若學生出
現發燒的情況或有不適(如有發熱、全身乏力及痠痛、發冷、頭痛、咳嗽、流涕及呼
吸急促等病徵)，應立刻求診及留在家中休息。
(四) 手冊事宜
學生手冊乃學童身份的重要證明文件，現時仍有部份法定機構須要學童出示學生手冊
辦理事務。故此家長須於9月5日（星期一）前，協助子女清楚填寫手冊內第1至5頁之
各項資料，並在簽署位置加簽作實。家長簽署時，須按第2頁之簽名樣式填寫；敬希
各家長細閱手冊各頁之內容，以便了解子女在校之學習情況。
(五) 其他事宜
本通告後頁起列出開學初期之通告項目(A至I項)，請閣下細閱及依指示逐一回覆/選
擇合適之項目，當中有部份項目只適用於小一新生或只適用於舊生，敬請留意。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二零二二年九月一日
(小一新生派發日期為八月二十九日)
註：1. 如欲查詢有關本頁通告之內容，請與陳育鳴副校長聯絡。
2. 如欲查詢後頁通告項目之內容，請與所列之負責教師聯絡。

謹啟
朱遠球

通告第001號(A至C項)
(A) 有關拍攝學生証件照事宜--------------------------------負責教師陳育鳴副校長
本校已委託攝影公司於9月1日(星期四)上午蒞臨本校為本校學生拍攝証件照，每打收
費$12(兩打優惠價$20)，各家長如訂購只需著 貴子弟將款項交回班主任，以憑辦理。

---------(B) 有關午膳事宜--------------------------------------------負責教師吳素敏老師
本校為全日制小學，下午1:00至1:40為午膳時間。請 貴家長注意以下午膳安排：
(一) 學生可選擇訂購「活力午餐」之餐盒，一至二年級每盒為$19，三至六年級每盒
$19.5。每天有四個餐款可供選擇，每週供應水果一次。學生可於每月中旬訂購
下月午餐，如學生因病或事缺席，家長請於當天上午8:15前致電回校請假及退
餐，則當天之膳費會在下月退回。
(二) 學生亦可自備午膳，或家長於下午12:45 - 1:00送來飯盒，將飯盒放於學校A座
後門的膠箱，由本校工友送往各班同學，家長毋須進入校園或課室。
＊為免延誤，家長請準時送飯到校，飯盒需寫上學生的班別及姓名。
(三) 預防傳染病，做好清潔衛生的措施是十分重要。本校與午膳供應商亦特別關注飯
盒的質量及衛生情況，定時監察及作出檢討。
(四) 半日制上課期間之安排
學生可訂購午膳供應商「活力午餐」飯盒，外攜回家食用。詳情如下﹕
1.
2.
3.
4.
5.

午膳飯盒售價為每份港幣$30，不設水果供應
每天提供2款餐款
必須全月訂購，不設散訂
訂餐學生如缺席退款，需於上午8時15分前致電校務處辦理
為確保飯盒衛生，學生必須自備保溫袋將飯盒帶回家，飯盒必須於放學後1.5小時內加熱才
可食用
6. 如學生未按以上要求處理飯盒而引致食物衛生安全問題，本校及午膳供應商恕不負責
7. 已參加「在校免費午膳」計劃並符合資格(書簿津貼全額)的學生，訂餐費用已獲豁免，不
需繳費，但需準時交回訂餐表
8. 未受惠「在校免費午膳」計劃的學生可自費訂餐，家長可自行決定是否訂餐

---------(C) 學童牙科保健及學童健康服務計劃--------------------------負責教師吳素敏老師
(一) 衛生署為一年級至六年級符合資格的學童（參照學童牙科保健及學童健康服務申
請表及同意書之核實符合資格者身份指引）提供牙科保健服務，倘有意參加，同
學請於9月5日（星期一）或之前把申請表格連同費用港幣30元交回班主任，以憑
辦理。「非符合資格者」，亦可參加牙科保健計劃，但須繳交按憲報所公告之費
用。
(二) 衛生署為一年級至六年級提供學童健康服務，提供保健及預防疾病的綜合服務，
符合資格的學生費用全免；非符合資格的學生繳交按憲報所公告之費用（參照學
童牙科保健及學童健康服務申請表及同意書之核實符合資格者身份指引）。
(三) 填寫學童牙科保健及學童健康服務申請表時，必須填寫日間聯絡電話（手提），
以作接收學生健康服務中心發出的短訊之用；另必須填寫學生的香港證件號碼
(例如︰香港出世紙、香港身份證號碼或回港證等)。

----------

通告第001號(D至F項)
(D) 有關「可信人」計劃及放學歸程隊事宜-----------------------負責教師盧永培主任
(一) 本校為培育學生正向價值觀以「可信人」為己任，及鼓勵學生用心完成並準時繳
交家課，在校內遵守規矩，故此訓輔組聯同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會在全校推行「可
信人」計劃。計劃詳情請參閱有關小冊子。敬請各位家長協助子女建立良好品格，
並鼓勵同學用心完成功課及遵守校規，以獲得獎勵。謝謝！
(二) 另外，為了讓 貴子弟於本學年能安全及有秩序地放學歸家，學校需收集 貴子
弟的回家方法。請 貴家長填妥附頁之回條交回班主任處理。校方會按家長簽妥
的回條作實，為 貴子弟安全着想，所有同學必須跟隨歸程隊，由老師帶領放學，
不得擅自離隊放學。學生不得無故或擅自更改放學回家的方式。如日後需要更改
回家方法，請儘快以書面通知班主任及在學生手冊上填寫清楚，以便修正。

---------(E) 有關學生請假及攜帶手提電話安排事宜----------------------負責教師盧永培主任
(一) 鑑於過往有學生經常無故缺席，個別學生請假時沒有按照校方的請假程序，甚至
有學生於上課日子請假外遊或回鄉，故此校方希望重申學生請假的程序，以便家
長配合。
病假：當學生不幸生病時，請家長於上午8:15前親自致電回校，為學生請假，並
於學生手冊[學生告假用表]內填寫請假申請。如請病假多天，請附醫生證明。
事假：貴子弟如須請事假，請於事前最少1天，由家長具函或在手冊[學生告假用
表]內填寫事由及簽署證明，送回班主任核准，始得告假。
如無填寫手冊、告假函件或完成請假程序，校方有權作曠課論。
希望各位家長配合，留意學校行事曆，切勿於上課日子為學生請假回鄉、外遊等，
以免影響學生的學習。
(二) 攜帶電話安排： 貴子弟如需申請攜帶電話回校，需具函向校方陳明需攜帶電話
回校的理由。得校方批准後， 貴子弟始可攜帶電話回校。學生帶電話回校後，
需關機並交校務處，於放學後到校務處取回。如發現學生使用電話作其他用途，
校方有權禁止學生帶電話回校。

---------(F) 有關學生攜帶「學生智能卡」上學事宜-----------------------負責教師黃盛勇老師
為了提高行政工作的效率，本校已推行智能卡系統，用作處理學生每日的考勤工作及
借閱校內圖書。在啟用智能卡系統時，每位學生有責任保護及保存這卡，直至畢業離
校為止。「學生智能卡」每張成本為$50元，請家長填妥回條，連同費用$50交班主任辦理。
相關詳情如下：
1. 學生每天必須攜帶「學生智能卡」上學。
2. 學生每天早上進入校門時，必須拍卡(遲到的學生也需要拍卡)，放學則無須拍卡(如有留校
活動，便須拍卡。)
3. 拍卡必須是「學生智能卡」的持有人，不得代他人拍卡。
4. 沒有帶卡的學生，需由教職員用人手在電腦處理點名工作。
5. 「學生智能卡」不得刮花、塗污、摺疊或浸水，以免損毀卡內晶片。如發現學生蓄意損毀
智能卡，家長需以書面形式向校方申請補領。
6. 遺失智能卡的同學，必須連同家長信盡快到校務處登記及繳交補辦新卡之費用。補領費用
為港幣$50(包卡、配件及行政費用)，當校方收妥所需文件後，會於一星期內處理並交回新
卡予學生。

----------

通告第001號(G至I項)
(G) 有關接收本校SMS事宜-------------------------------------負責教師黃盛勇老師
本校為了加強重要信息的傳遞，讓家長可即時知道學校的最新消息，特此設立SMS手機
短訊服務，以增強學校與家長的溝通，讓家長透過手提電話收到校方發出的特別消息、
緊急或突發事故訊息，例如：學生獲獎訊息、或天文台發出惡劣天氣警告後，校方之
處理方法、又或通知家長參與校內活動等。家長如接納此項服務，請提交一位聯絡人
的手提電話號碼 (一個手機號碼)，本校將會在有需要時，發放短訊至所填報之手提電
話號碼。

---------(H) 有關人才庫之校外數據事宜---------------------------------負責教師宋凱琪老師
本校為發展學生多元智能及照顧學生不同能力，一直以來均會收集
貴子弟於校外不同範疇表現的資料，以配合培育學生的需要，讓本校
更有系統地運用校內外資源，培育學生不同的潛能，並成為本校的人
才庫，具體安排如下：
學生在校外表現：如智力評估130分或以上、語文朗誦達優良或以上成
績、劍橋英語證書、國際聯校學科評估（ICAS）達優良或以上成績、華夏盃或奧數比賽
達二等獎或以上、音樂比賽達優良或以上成績、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5 級或以上達優良
(Merit)、體育比賽達殿軍或以上成績或其他各項比賽（區域性或全港性以上）達第八
名或以上成績。
學生獲獎後可自行登入https://forms.gle/aLzfT7hPkXvLaDjw7或掃瞄右上角的二維碼
(QR Code)填寫資料及上傳有關比賽獲獎證書/獎項之副本，而跨境學生可自行到學校的
微信帳號提交相關資料及上傳有關比賽獲獎證書/獎項之副本。學生提供之個人資料全
屬自願性質，所有資料只作校內存檔。如有需要，請與本校聯絡。

---------(I) 有關申請書簿、車船及上網費津貼事宜-----------------------負責教師胡建樂老師
學生資助辦事處通知如下：
(一) 資助辦事處已於5月中/下旬直接把2022-2023年度申請表(表格B) 寄予2021-2022
年度有申請資助之學生，以每戶為單位，填寫一份表格包括所有在學子女，請依
指示填妥申請表，核對已有資料及更新資料後自行寄回辦事處 ，不必交回學校。
(二) 已接受綜援資助的學生不入申請之列。
(三) 2021-2022年没有申請者或未符合申請資格者，欲在2022-2023年度提出申請，可
向班主任或校務處索取【2022/2023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指引，家長請依指
示在網上申請；若家長未能於網上申請，可於附近民政事務處索取【2022/2023
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紙本申請表。
(四) 一年級新生及小二至六年級插班生均可於網上提出申請。
注意事項：
1. 請家長留意，一個家庭只需填一份表格，切勿同時填寫兩份或以上的表格，以免擾
亂工作程序，引致延遲收取款項。
2. 曾於2021年9月至2022年4月因搬遷或其他原因而無法收到表格，請先自行致電學生
資助辦事處查詢，查詢電話：2802 2345。
3. 若收到「資格證明書」，請自行影印保存，方便作日後申請其他津貼時使用。
4. 申請所需文件請看下列各點或參考申請表格內的資料。

----------

書簿、交通及上網費津貼申請所需文件
1. 申請人身份證副本。
2. 申請人配偶身份證副本。
3. 申請人收入證明副本(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糧單/銀行存摺/支票
/公司証明信/自我聲明(無固定收入者)。
4. 申請人配偶收入證明副本(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糧單/銀行存摺/
支票/公司証明信/自我聲明(無固定收入者)。
5. 所有在學子女出生證/(非香港出生者)特別行政區簽證身份書及單程證/居留權證明
書/或其他有效居留證明(以上任何一種文件的副本)。
6. 中/英文住址參考(水/電/電話費/銀行帳單/其他副本)。
7. 若申請人不是學生的父母，需備關係聲明書副本/大陸公證書副本/監護人聲明書副
本(可往荃灣民政事務處宣誓領取)。
8. 紙本申請表使用者，請用資助辨事處的信封，貼上郵票，自行寄出便可。
9. 如需協助，請與學生資助辦事處或向本區區議員查詢。

2022-2023年度
第001號通告回條
家長存根
*家長可以按交回學校之回條重複填寫，以便日後跟進有關選項。
(A)本人

□會 ／ □不會

為子女訂購學生証件照一打 (在回校第二天交港幣$12)。

(B)本人

已知悉有關午膳事宜。

(C)(一)本人 □同意 ／ □不同意 子女參加牙科保健 (並交港幣$30)。
(C)(二)
本人 □同意 ／ □不同意 子女參加學童健康服務（免費）。
(D)本人

已知悉有關可信人計劃及放學歸程隊事宜，依以下方法放學：
□
□
□
□
□
□

教師帶隊1(本邨一座、二座、三座、四座、栢樹樓、榕樹樓)
教師帶隊2(本邨六座、樂/松/葵/竹/健/康樹樓、象山邨)
教師帶隊3(本邨翠/榮樹樓) □ 教師帶隊4(本邨楓/楊/桃樹樓)
教師帶隊5(本邨五座)
□ 教師帶隊6(36A及36M巴士站)
教師帶隊7(36巴士站)
□ 教師帶隊8(36B巴士站)
保母車(李毅祥先生)
□ 保母車(岑嘉輝先生)

□ 保母車(菁葒公司)

□ 家長到校接回

(E)本人

已知悉有關學生請假及攜帶電話安排事宜。

(F)本人

□ 已知悉學生智能卡事宜。(並交港幣$50)只適合小一及插班生家長

(G)本人

□ 同意透過 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號碼) 接收 貴校之SMS短訊。
□ 不願接受 貴校之SMS手提電話短訊服務。

(H)本人

已知悉有關人才庫之校外數據事宜。

(I)本人

□ 會申請書簿、車船及上網費津貼，欲索取有關申請指引。
□ 已申請綜援 或 不會申請書簿、車船及上網費津貼。

#校方會以收妥之回條作為閣下之意願，處理通告內各項事宜，敬請家長垂注﹗

2022-2023年度
第001號通告回條
逕覆者：貴校第001號通告(包括A至I項)之內容已知悉。(請在適當方格內)
(A)本人

□會 ／ □不會

為子女訂購學生証件照一打(在回校第二天交港幣$12)。

(B)本人

已知悉有關午膳事宜。

(C)(一)本人 □同意 ／ □不同意 子女參加牙科保健（並交港幣30元）。
(C)(二)
本人 □同意 ／ □不同意 子女參加學童健康服務（免費）。
(D)本人

已知悉有關可信人計劃及放學歸程隊事宜，依以下方法放學：
□
□
□
□
□
□

教師帶隊1(本邨一座、二座、三座、四座、栢樹樓、榕樹樓)
教師帶隊2(本邨六座、樂/松/葵/竹/健/康樹樓、象山邨)
教師帶隊3(本邨翠/榮樹樓) □ 教師帶隊4(本邨楓/楊/桃樹樓)
教師帶隊5(本邨五座)
□ 教師帶隊6(36A及36M巴士站)
教師帶隊7(36巴士站)
□ 教師帶隊8(36B巴士站)
保母車(李毅祥先生)
□ 保母車(岑嘉輝先生)

□ 保母車(菁葒公司)

□ 家長到校接回

(E)本人

已知悉有關學生請假及攜帶電話安排事宜。

(F)本人

已知悉學生智能卡事宜。(並交港幣$50)只適合小一及插班生家長

(G)本人

□ 同意透過 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號碼) 接收 貴校之SMS短訊。
□ 不願接受 貴校之SMS手提電話短訊服務。

(H)本人

已知悉有關人才庫之校外數據事宜。

(I)本人

□ 會申請書簿、車船及上網費津貼。(請填妥背頁之資料



)

□ 已申請綜援 或 不會申請書簿、車船及上網費津貼。

此覆
嗇色園主辦可信學校校長

_____班 學生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
2022年____月____日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2022-2023年度
第001號通告回條
第001號通告(I項)

本頁只供申請書簿、車船及上網費津貼之學生家長填寫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
本人

□ 已收到學生資助辦事處資格證明書，表格B，並交回學校辦理。
(請自行影印副本以作保存)
□ 已收到學生資助辦事處資格證明書，表格C，並自行寄回辦事處。
□ 首次申請津貼，請給予申請指引。
□ 曾經申請有關津貼，但仍未收到相關資料或遇上問題，已 / 將與學
生資助辦事處查詢。(查詢電話：2802 2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