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2022-2023年度

小一新生及插班生家長會



時 間 程 序

9:00-9:10 介紹學校團隊及主要成員(校長、副校長、主任、

小一班主任及社工)

9:10-9:15 校長致辭

9:15-9:40 羅裕積小學知多少

9:40-9:55 學校IT資訊

9:55-10:10 如何協助子女適應學校生活

10:10-10:25 小一及早識別計劃簡介

10:25-10:35 學校防疫措施

10:35-10:40 答問時間及填寫問卷





家長須知

獎懲制度

學生服飾

家長學生指南

羅裕積小學網頁

http://www.twghlycp.edu.hk/index/customIndex.aspx?nnnid=1


多讚賞

多鼓勵

多包容

少責備

對象：教職員、學生、家長

三多一少

本校教育信念



校門開啟時間：上午7:50

上課時間：上午8:15

守時：上午8:15前到校

遲到：學生須到傳達處交手冊

一、二年級最佳到校時間：上午8:00-8:10

( 鼓勵學生帶圖書回校進行課前閱讀)

準時上學

注意事項



校門未開啟時，早到的學生須在校門
外的左邊排成單行隊。

家長送子女返校後，避免站於門外，

以免阻塞通道。

學生進校後須主動和老師打招呼。

值日老師每天抽樣檢查學生校服。

進校秩序



學生進校先消毒雙手，拍「八達通」，進
入副禮堂體溫檢測，向教職員展示張貼在
手冊內的「量度體溫及快速抗原檢測記錄
表」。

學生須盡快進校，不可在街道上流連或進
食。

學生一經進校，不得擅自離校。

進校秩序



放學秩序
放學時間：下午1:00

(低年級家長12:55開始進校)

凡進入學校的家長，必須使用「安心出行」
流動應用程式，並符合「疫苗通行證」要
求，才可進入學校。家長踏過消毒地毯及
經量體温後，才可到籃球場等候子女。

根據教育局規定，如家長屬「紅碼」或
「黃碼」人士，不得進入學校，故應安排
由其他不屬「紅碼」或「黃碼」人士的親
友接送其子女。



放學秩序

家長接放學請由二閘進入，並到操場
白線前等候接學生，然後由一閘離校。

下午1:00後未被接走的學生，會在副禮
堂等候，家長宜準時接回學生。



放學秩序

所有學生必須依其選擇的放學途徑放學。
如有更改，請家長盡快以手冊通知學校。

自行離校學生先在副禮堂排隊，然後由
值日老師帶隊橫過碧街和東方街的馬路。

放學後學生須盡快回家，不可在街道上
流連或進食。



請假
不論事假或病假，均須於當日上課前致

電學校請假，否則學校將致電家長。

病假學生，可於事後補交醫生証明書。

事假學生，宜預早在手冊上通知班主任。
為旅遊的緣故請假，嚴重影響學業，不宜
鼓勵。

早退
學生如因病或因事早退，請家長親自到校

接學生，並到校務處簽妥「學生早退表」。



學生服飾
校服必須整齊清潔。

夏天可穿白色線衫或

冬天可穿深灰色毛衣。(姓名)

夏天男女同學均穿純白短

襪，不可穿「船襪」，襪

上不可有雜色的圖案或

標誌。女生冬天穿灰長襪。

秋冬天學生必須穿上禦寒

棉襖或添加抓毛背心。

冬季校服男女生須佩戴校呔。



學生服飾

運動鞋可採用白布鞋或全白波鞋，鞋上不

可有雜色的圖案或標誌。

男女同學不可染髮或使用定型美髮品。

男女同學均不可配戴頸鍊及手鐲回校。(安全)

男生頭髮不能蓋耳及長過衣領。(不修剪流行髮型)



學生服飾
男女同學均不可戴耳環，免生危險。
如女同學已穿耳者，只宜戴小圓點簡單
耳環或耳針回校。
嚴禁女生穿多於一對耳孔。
嚴禁男生穿耳，違者將被校方處罰。
女生：校服裙必須及膝。

頭髮過肩者須以藍色或黑色的簡單
飾物束起。
須穿綁帶或橫扣款式的黑皮鞋。

 



攜帶物品

鼓勵學生帶中文或英文圖書在課前閱讀。

凡與學習無關的物品不得帶回學校，否則

將予沒收，然後由家長到校領回。

如：手提電話、遊戲機及玩具等。

如需攜帶手提電話回校，必須以書面向學校申

請，並須遵從

「在學校範圍內不得開手提電話」

的守則。



攜帶物品
文具宜簡樸實用，以免影響學習。

宜培養學生自行帶齊物品的良好習慣。

學生只宜攜帶三十元以下的零用錢回校。

「八達通」咭宜隨身攜帶，並紀錄咭上的

號碼，以防遺失。(儲值金額宜少)

不可攜帶玻璃器皿、杯裝飲品、

香口膠和汽水等回校。

鼓勵學生進食健康小食。



獎懲制度

獎勵方法：

口頭嘉許

公開表揚

加操行分（1-5分）

頒贈獎狀

記優點、小功、大功等



獎懲制度
懲罰方法：
口頭勸喻、扣操行分（1-5分）、記缺點、
小過、大過和停課。

一個學期遲到六次者，記缺點一次。

「累積欠交家課」貼紙六個，記缺點一次。

犯嚴重違規行為問題，將酌情記缺點、

小過或大過。

被記缺點、小過或大過的學生，可參加

「自我改善計劃」，如成功達標，有關處分
紀錄，將被刪除。



「正向的我」獎勵計劃

鼓勵學生「喜愛學習」、「自我規範」及

「堅毅」、 「愛人愛己」 。

當學生達標，可獲得性格強項貼紙貼在

手冊內。

當學生獲得指定數目的貼紙，便可獲得鎖

匙扣、禮物、食物券。





「正向的我」獎勵計劃



「正向的我」獎勵計劃



乘搭校車
插班生家長:
家長會完畢在禮堂前找李主任

小一家長:
會見小一班主任後在副禮堂前找
李主任



家長的支持是老師工作的動力，
願我們攜手教導孩子，使他們成
為一個盡責、自律和有愛心的人
吧！



26-8-2022



核對學生資料







安裝及使用eClass Parent App

戶口：p2022xxxx
密碼：XXXXabc



學校與家長的溝通

eClass Parent App

手機Apps，每個戶口可同時供 5個使用者登入使用

學校：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
家長登入名稱：p2022xxxx
密碼：XXXXabc

登入後勿登出，並設定：通知



eClass Parent App



eClass Parent App



eClass Parent App

2022-07-12課室日誌



eClass 家長工作坊(小一家長)
16/9(五) 12:10-12:50

eClass Parent App
安裝及使用諮詢站
1/9(四) 1:00-1:30



學校網頁

http://www.twghlycp.edu.hk

學校資料、活動消息、
活動照片、各科網頁、
益智網站連結

http://www.twghlycp.edu.hk/




s20XXxxxx@twghlycp.edu.hk

密碼：20xxyyzz (出生年月日)



有關各網站的登入名
稱及密碼稍後會派給
學生貼在手冊內



網上學習

ZOOM網上實時上課

Google Classroom



港鐵校園管理系統

➢點名：13/9/2019(二)開始

➢繳付費用

*9月1日(四)帶八達通卡登記，即日派回。



繳付費用
因要預先輸入金額，所以不收取不定額
收費項目(如捐款)。

日期 級別 時間 地點

5/9(一) P.3,5 7:45
~
8:15

副禮堂6/9(二) P.1,6

7/9(三) P.2,4

首次繳費可由家長陪同

本年度第一次繳費安排



如何協助子女
適應新學校的生活

如何協助子女適應新學校的生活



如何協助子女適應新學校的生活

新的開始

⚫ 子女
⚫ 家長
⚫ 其他照顧者



如何協助子女適應新學校的生活

項 目 幼稚園 小學

學校環境 ➢ 校園較小
➢ 較少不同功能的

課室/場地

➢ 校園較大
➢ 較多不同功能的課

室/場地

學習模式 ➢ 上課時間較短
➢ 功課量較少
➢ 科目較少
➢ 課本數量較少
➢ 活動、遊戲時間
較多

➢ 上課時間較長
➢ 功課量較多
➢ 科目較多和複雜
➢ 課本種類較多
➢ 需自行執拾物品及

書包
➢ 有評估

小學和幼稚園的分別



孩子需要一份安全感

⚫面對轉變可能會產生焦慮、不安等情緒

⚫多傾談及預先說出轉變

⚫這種不安感是很短暫的

⚫小朋友會結交新朋友和融入校園生活

如何協助子女適應新學校的生活

升小學啦

幼稚園 小學階段 熟悉環境 陌生環境

安全感能減低焦慮



在家培養自理能力
⚫讓孩子學習自我規範的生活

⚫建立合宜的作息時間表

⚫適當安排做功課時間、親子和遊戲
時間、做運動時間、閱讀時間

⚫調整作息時間

(讓子女習慣早睡早起)

如何協助子女適應新學校的生活



在家培養自理能力

⚫由日常生活習慣開始

⚫訓練自行吃飯、上洗手間、穿衣服

⚫戴口罩

⚫辨認和保管自己的物品

如何協助子女適應新學校的生活

培養良好自理的習慣
有助適應校園生活



協助子女做功課、溫習

⚫ 孩子集中力的時間
-5歲：14分鐘、6歲不超過25分鐘
-每25分鐘後加插小休是最有效的學習方法。

孩子能完成功課、溫習
給予鼓勵或額外的遊戲時間

如何協助子女適應新學校的生活

⚫ 預備安靜良好的學習環境
-讓孩子可以專心做功課



與子女建立親密關係
留意小朋友的情緒變化

如何協助子女適應新學校的生活

⚫編排每天最少安排20分鐘與孩子共處
的時間(傾談、親子遊戲、親子閱讀)
⚫積極聆聽、正面回應、

了解需要、給予鼓勵
⚫細閱學校每一份通告



多鼓勵及多讚賞

●多鼓勵 / 多讚賞

如何協助子女適應新學校的生活

有助提升
學習的動力

●合理的期望和要求

●指出做得好 / 有改善的地方



⚫孩子快樂感建基於父母對他們的愛

⚫如果他們感受到來自父母的愛

--增強自信

--容易跟別人交往

--有助學習、面對壓力

如何讓孩子快樂

如何協助子女適應新學校的生活



孩子如何感受到來自父母的愛

⚫身體語言

⚫面部表情

⚫說話讚賞

⚫鼓勵及陪伴

⚫一起玩耍

如何協助子女適應新學校的生活



家長也要適應

⚫接納孩子的特質和他們面對的挑戰

⚫重新調節生活的習慣

⚫情緒處理和疏導

⚫成長中的孩子會不斷變化

如何協助子女適應新學校的生活



與子女共同成長

⚫參加家長教育課程

⚫出席家長會，了解子女在校的表現

⚫參加家長義工

⚫家庭管教要用一致的方法、保持冷靜

⚫做孩子的好榜樣—言教不如身教

如何協助子女適應新學校的生活



愉快的校園生活
由家校合作開始

為孩子共同努力
為未來共同付出

如何協助子女適應新學校的生活



一月至七月

1.與家長商議學生的學習及學校表現

2.因應學生需要安排相關的支援

3.檢視學生的進展及調節輔導方案



支援內容
學習支援

• 家課調適

• 考試調適

小組輔導

• 學習支援小組

• 專注力訓練小組

• 社交技巧訓練小組



•校本心理學家

•言語治療師

•特殊教育需要主任

•學生輔導主任

•學校社工

•訓育主任

•德育主任

本校支援團隊



家校合作(一)
• 出席學校舉辦的相關簡介會

• 觀察及了解孩子的學習情況，若發現孩子
在學習上顯著落後、在情緒或行為管理出
現問題，可先與班主任溝通，如有需要將
轉介予本校特殊教育需要組跟進。

• 若果學生於入讀本校前曾進行一些評估，
請把有關報告交予班主任供學校存檔。



家校合作(二)

• 與教師商討孩子的學習需要

• 家長與學校共同為孩子訂立的輔導方案

• 家長參與學校或校外為家長提供的培訓
課程，例如識字技巧、多感官學習法和
伴讀技巧等。



同意書
• 基於個人意願及私隱問題，需要簽訂相
關的同意書

類別

• 學習評估同意書

• 言語治療同意書

• 學生資料存放於教育局電腦系統同意書

• 離校或畢業時，轉交報告同意書













http://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url=http%3A%2F%2Fk.sina.com.cn%2Farticle_6078430859_16a4d7e8b00100cpvv.html%3Fcre%3Dedupagepc%26mod%3Df%26loc%3D5%26r%3D9%26doct%3D0%26rfunc%3D100&psig=AOvVaw2batDJDqM0MkhILqrVkmS6&ust=1566391778723317


【學校防疫措施】



9月1日首天上課
【量度體溫及快速抗原檢測記錄表】

記錄體溫、快速抗原檢測結果、家長簽署



每天上學前完成
手冊上體溫及快速抗原檢測記錄

36.2





每天上學7:45前上傳

體溫、快速抗原檢測記錄

eClass Parent App



利用eClass Parent App上傳體温紀錄及快速抗原測
試結果：



步驟1

步驟2
步驟3 步驟4Android手機



步驟1

步驟2 步驟3 步驟4Apple手機



學生在每天回校前必須完成一次快速抗

原測試，直至另行通知。家長須按指示

依時報告檢測結果才可回校。若未能及

時完成檢測，學校會通知家長到校為子

女做快速抗原測試。

跟據教育局於8月5日發給全港學校
有關 2022/23 學年面授課堂的安排



如孩子曾經確診可把確診證明文件上載

- 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的相關證明文件副本

交給班主任，或

- 把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的相關證明文件

上載GOOGLE CLASSROOM>班務>確診證明文件。

(如隔離令、醫生證明書或康復紀錄二維碼等) 



確診證明文件例子



9月1日(四) 請把以下文件交給班主任:

-由衞生署發出之2019冠狀病毒病
疫苗接種紀錄副本(最新版本)

如孩子曾接種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



疫苗接種紀錄



- 康復學生，康復日後的三個月內可獲豁免檢測

- 證明文件未符合規
定，仍舊須進行快
測及紀錄在手冊內

- 已上載的證明文件須經班主任確認

- 班主任蓋章作實
以下表格，豁免
檢測才能生效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就「2019冠狀病毒病」個案設立
熱線電話，電話號碼：2125 1111/2125 1122。
熱線每天由上午九時至晚上八時運作，接聽市民查詢。



如遇到孩子或同住家人確診
請盡快通知本校

學校電話:2780-00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