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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通告

 

 
一.為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教青局和衛生部門與學校為確保師生安全

和健康，在開學前要求學生和教職員工配合各項防疫措施，包括在開
學前14天須返回澳門、珠海或中山，倘相關學生和教職員自身或其同
住人曾在8月6日後到過非上述地區，須於開學前5天進行一次性核酸檢
測。同時家長可自由選擇幼兒滿三歲才上學及按需要選擇合適的保護措施。
有關詳情請留意澳門防疫資訊及學校相關訊息。 

 
二.幼稚園學生開學及上學事宜: 

1.開學前請家長留意子女編班安排，可瀏覽學校網頁及看閱張貼於幼稚園操場 
  壁報板上的各班學生、午膳及督課名單。 
 

   2.9月1日(星期三)上午舉行開學禮，請學生穿著整齊夏季校服，當天將派發 
     通告、新書包及杯等。請留意學生分時段及校門上學及放學: 

級別/出入校門 上學時間 放學時間 
K3(C門) 上午8:30-8:40 上午10:30-10:40 
K2(D門) 上午8:40-8:50 上午10:40-10:50 
K1(C門/D門) 上午8:50-9:00 上午10:50-11:00 

 
 
   3.9月2日(星期四)開始照常上課，因疫情關係，將錯鋒上學及放學時間。 

     逢星期一至五上課，星期六、日放假，請家長留意上學及放學之接送時間及 

     地點。 

上午8:30-9:00 

學生分時段上學 

K3 上午8:30-8:45(C門)       

K2 上午8:30-8:45(D門)      

   

K1 上午8:45-9:00(C門/D門)  
上午8:45-9:00 戶外活動 
上午9:00-12:00 早訓及學生上課 
中午12:00-12:10 回家午膳學生放學(C門) 
中午12:00-2:00 留校學生午膳及午睡 
下午1:45-2:00 回家午膳學生回校(A門) 
下午2:00-3:15 學生上課 
下午3:15-3:25 不督課學生放學(C門) 
下午3:15-4:15 學生督課 

下午4:15-4:30 

督課學生分時段放學 
 K1 下午4:15-4:25(C門)  
 K2 下午4:20-4:30(D門) 
 K3 下午4:20-4:30(C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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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家長注意:  
(1)由於疫情仍未穩定，請學生每天上學時出示衛生局的澳門綠色健康碼及佩戴口 

   罩，進行體溫檢測及消毒雙手，亦請準備後備口罩及口罩袋/夾/盒﹔ 

(2)家長祇可在校門外接送，不宜進入校園範圍。如家長有重要事宜，可與班主任 

   另約時間洽談﹔ 
(3)請家長依時接送學生上學及放學。如學生遲到，請家長必須填寫「學生上學遲

到表」； 

(4)放學時間，請家長在操場接學生放學，為保證學生由親人或監護人接走，請家
長接子女放學時向班主任出示「接送放學證」(請家長填上接送者資料)； 

(5)如由不同家人或委托他人接學生放學或轉換接送者，必須告知班主任； 
(6)如接送者沒有帶「接送放學證」，必須向老師證實與學生之關係，方可接走學

生，老師亦會記錄學生及接送者姓名； 
(7)如接送者非學生之直系親屬，又沒有帶同「接送放學證」，老師將不會讓該接

送者接走學生； 
(8)如遺失接送放學證，請立即通知班主任作廢，並繳交$10補回新證，新證上會 
   註明是第幾次補發。每名學生最多辦理2張「接送放學證」； 
(9)如家長需等候小學之子女放學，請由C門或D門出外後，在A門外等候，勿經由

小學操場直接步行至A門走廊處，以免騷擾小學生督課及放學； 

(10)如星期五進行學生潛能發展活動，全體學生將同時於下午4:15放學，詳看8 

   月派發之學生潛能發展活動通告﹔ 
(11)請家長密切留意天氣的變化(如酷熱、嚴寒、颱風或暴雨等)，宜留意氣象局、 
   教青局及本校發放之上課/停課訊息而作出適當的應變，亦不用急於過早在校

門外等候或即時接送子女，以免影響身體健康及人身安全。 
 
三.學校於學年中將透過聖瑪沙利羅學校網頁-網址 http://www.esmm.edu.mo及 
   智慧校園     發佈學校訊息，學生及家長可密切留意有關學校的資訊。 
 

 四.本學年教育出版社『Kiddie World網上學習平台』於 9月 2日(星期四)已
啟用，原校生可用回之前派發的小冊子及密碼，新生亦於家長會當天派發。 
 

五.學生費用事宜: 

   1.本校將於9月2日(星期四)開始提供午膳托管及督課服務，請家長於9月14日 

     (星期二)截數日前把款項存入中國銀行家長之戶口，以便銀行為學生扣數。 

     有關收費事項詳情請看閱六月份已派發之通告。 

收費項目 款項 備註 

午膳費(上學期)  2,900 參加之學生才需繳費 

督課費(上學期) 1,150 
     
   2.校方將於10月份退回早前家長繳交之本學年學生留位費$800入家長銀行帳 

     戶，日期另行通知。 

   3.教青局將發放2021/2022年度學生書簿津貼$2,400，日期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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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9月10日(星期五)新學年祝福活動： 

   開學禮儀：祈求上主祝福學生在新學年中身心愉快、努力學習、尊敬師長、孝 

順父母、愛護同學… 

慶祝教師節：發揚尊師重道之精神，師生將共同製作『敬師』為主題的幸福校 

園壁報及親子製作心意卡送給修女老師。 

七.學童健康: 

1.請K1(幼兒班)學生於9月11日(星期六)前遞交已填妥的「疫苗接種證明書」正

本及「個人接種手冊」副本給班主任，以便呈交教青局。 
(1)家長帶同學生的衛生局使用者卡(即金卡)、身份證明文件、個人接種手冊

(針簿)前往所屬的衛生中心、衛生站或設在鏡湖醫院的衛生局接種站申請
「疫苗接種證明書」。若學生尚未或不肯定已按澳門防疫接種計劃的規定
接種，可能需要預約及在預約時間帶同子女前往。若學生未曾在衛生局登
記過，倘應帶備可證明住址的文件(如水、電或電話單)； 

(2)早前已建議家長在5月至8月辦理有關證明書事宜，避免在上課日子要學生
請假辦理。如有任何疑問，可聯絡各區衛生中心：2870 0800﹔ 

2.鑒於澳門衛生局《醫療事故法律制度》於 2017 年 2 月 26 日生效，學校按教 
   青局指引，倘若學生當天於校內服食藥物，家長必須簽署「學生服藥 

授權書」，並連同經澳門註冊醫生處方及必須註有學生姓名的藥物交予健康促 
進員(即校醫)或老師，學校方可為學生服用藥物。如沒有簽署「學生服藥授
權書」，學校不能為學生服用任何藥物。現附上「學生服藥授權書」，有需要
的家長可自行影印﹔ 

3.根據現行教青局與衛生局指引，流感並不屬於第 1/97/M 號法令所訂明的疾
病，因此現時若出現流感疾病，醫生不會發出《預防性隔離(停學/停工)證明
書》及《終止預防性隔離(停學/停工)證明書》，敬請家長留意。倘若本校出
現流感樣疾病群集性感染，必嚴格執行清潔消毒和保持室內空氣流通等預防
及控制傳染病措施，並及時向衛生局通報群集性傳染病感染情況。同時家長
亦應讓病童就診及留在醫院/家中直至痊癒才可回校上課﹔ 

  4.為減輕學生書包重量，請家長與學校合作教育子女每天執拾書包，培養學生
有效整理書包的觀念和能力，養成良好的自理習慣。同時本校將實施定期抽
查書包重量的措施，若發現學生書包過重，將分析過重原因，並通知學生及
家長合力改善有關情況，以免不良的背書包方式或書包過重等，使學生出現
肌肉疼痛或影響脊柱發展等情況。 

 
八.9 月 16 日(星期四)將有專人到本校為學生拍攝新學年之學生彩色照片，全體

學生請於當天穿著整齊夏季校服，梳理頭髮，以便拍照。相片將由班主任保存，

為新學年之用。   
九.9 月 24 日(星期五)舉行 7、8、9月生日會及藝術活動： 

 上午將進行生日茶會及遊戲活動，下午各級學生將進行藝術活動及學生天才
表演活動，如有興趣表演的學生，家長可在回條上填寫﹔    

是日上課時間如常，學生可穿著整齊便服及佩戴姓名牌，帶書包(祇需帶毛
巾、杯及外套，不用帶書簿)； 

 祇邀請 7-9 月份生日學生的 1位家長參與切蛋糕及唱生日歌環節，可於上午 
     9:50 到校(A 門出入)，請在回條上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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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學生將獲贈小禮物，生日月份的學生可同時獲贈生日禮物； 

由於學校已為學生準備食物及禮物，故家長不用帶食物及禮物給學生，學校

是不會收取的，感謝家長的心意。 
十.9月30日(星期四)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上午將進行升旗儀式。 
 
十一.為讓家長更明瞭子女的校園學習生活，亦讓學生重溫愉快的學習時光，

學校會將學生的活動照片上載於學校網頁、刊登於學校刊物及張貼於校內

壁報板等，請家長填寫回條中的『刊載學生活動照片意願書』以表明意願。 
 
十二.第一段品德教育主題：尊師愛友、謙遜有禮、勤學守規，將進行以下活動：  

1.開學無難度-老師/學生輔導員與學生互相分享暑假期間和開學的生活點滴， 
  讓新同學/升班同學與老師加深認識並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幫助學生逐漸 
  適應 校園生活並關顧學生在開學後的情緒狀況，鼓勵學生表達自己的感受 
  和擔憂，以輕鬆互動方式引導他們正確面對困難及舒緩情緒。  

   2.感恩祝福童獻上-請學生和家長合作在指定形狀的心意咭上畫上/寫上祝福修  
     女/老師的圖畫和句子，於9月3日(五)前交回班主任，之後學生把心意咭掛在 
     感恩壁報板上或貼在課室內，以表達對修女/老師的謝意，共同慶祝教師節。   

3.校園有禮我做到  
(1)我是小小禮貌大使：老師教導學生運用不同國家的語言及設計不同的打 
   招呼方式向他人主動有禮地打招呼；  

     (2)謙遜故事齊齊聽：歡迎學生及家長於早訓時間來分享有關尊師愛友、謙 
        遜有禮、勤學守規的故事或新聞等；  

  (3)謙遜待人齊學習：老師每週在班內選出1位謙遜有禮的學生，並將得獎 
     學生的名字印在獎章及貼在幼操場壁報板上，以作表揚。    

   4.勤學守規好學生  
  (1)老師說遊戲：在體能課上按指令做動作，讓學生聽從指令及學習守規， 
     互相支持和合作； 
  (2)謙遜好孩子比賽：由班主任選出每週班上表現最謙遜的學生，老師逢星 
     期三收集各班學生姓名製作謙遜獎章，於星期四早訓上頒發，並請學生 
     分享謙遜的例子； 
  (3)自律守規好孩子約章：父母在家中利用老師派發的自律約章把子女的自 
     律守規習慣記錄下來，達到良好的行為可在約章上蓋印/貼上貼紙…， 
     完成後交回班主任，讓學生分享成果及感受； 
  (4)勤學好寶寶比賽：老師每天檢查K3/K2學生是否交齊作業，如全班交齊 
     可獲一枝趣緻鉛筆，每級別以最多鉛筆的一班為勝，藉此培養學生勤學 
     及盡責的態度； 
  (5)守時至叻星比賽：老師每天統計學生守時/遲到上學的情況，若全班能 
     準時上學可獲一個叻叻蓋章，每級別以最多蓋章的一班為勝，培養學生 
     守時的好習慣； 
  (6)知禮守規 你我做到：請K3/K2學生於早上遊玩時段在操場上陪伴同學， 
     以大帶小的方式，讓同學融入校園生活，並讓同學生學習成為知禮守規 
     的好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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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第一段閱讀悅樂，將推動以下活動︰ 
     1.幼稚園操場圖書寶庫: 每天上學學生可自由看閱圖書，亦歡迎家長於上學

及放學時段借閱教養子女之書籍及中英文故事圖書，如借閱可向當值老師
登記，每次可借閱最多兩本書籍，借閱期限為一星期； 

     2.課室圖書寶庫:學生每星期可借閱一本圖書回家與家長進行親子共讀，逢
星期五借出，下星期三歸還； 

     3.故事家長：歡迎家長到校擔任故事家長，可於上午8:35-9:00在子女就讀
的班級與學生進行親子共讀，或協助學生借/還圖書，有興趣參與的家長
可向班主任諮詢或報名，將在每學段頒發獎狀及禮物給故事家長，以示獎
勵； 

     4.閱讀小博士:為推動學生多借閱圖書回家進行親子閱讀，每學段將選出各
級別借閱圖書最多的三名學生，並會頒發獎狀及禮物，以示鼓勵； 

     5.好書大家讀:早訓時老師向學生推介本校的優質圖書，家長亦可鼓勵子女
把家中的好書帶回校與同學分享(請寫上學生姓名及班別，閱後派回)，老
師會貼上書簽並會將好書放置在幼操場圖書角的「好書推介」書架上，讓
學生於上午8:35-9:00進行閱讀，共享閱讀的樂趣； 

     6.參觀學校圖書館：為讓幼兒遵守圖書館的規則，及認識圖書館的主要功
能，將安排各班輪流到小學圖書館參觀。 

十四.請家長看閱將派發之『幼稚園學生手冊』內致家長書、家長須知、好學
生生活守則、學生常唸經文等內容，班主任每月將填寫學生學校生活記
錄，家長閱後簽名並在「家長填寫」一欄上填寫學生在家表現。另請家長
看閱手冊後頁之校曆表及上課時間表，讓學生在體能課及學生潛能發展活
動當天穿著整齊運動服及白色運動鞋上課(如有魔術貼的運動鞋更好，以
便學生穿著及除下)，請家長替學生在白色皮鞋/運動鞋及外套內面寫上學
生姓名，以便記認。 

十五.如家長有興趣參與學校工作，為教養或照顧幼兒出一分力，幼稚園現正
招募『家長義工』，包括『故事家長』、『照顧學生遊玩』及『照顧K1新生』，
於早上8:30-9:00為學生說故事、看顧學生遊玩或安撫K1新生情緒…，另
『早訓家長』於早上9:00-9:15向學生講早訓(如講述時事趣聞、品德故
事，帶領律動/體操等)，有興趣之家長可填寫回條或向班主任查詢，而為
獎勵協助之家長義工，校方將於每段學能比賽頒獎禮上頒發獎狀及禮物給
家長，以表謝意。 

十六.幼稚園於操場內設立了『幼稚園通告欄』、『學生學習計劃口號』、『品德
教育』、『宗教壁報板』、『K1/K2/K3壁報板』、『學生名單』、『家長教師會』
等，讓家長看閱張貼之通告、學生學習、教養子女之文章、學生作品、節
令佈置及宣傳海報等，家長可多加留意，亦可與子女共同觀看。 

十七.為確定家長已看閱通告，請家長填寫回條後於翌日交回班主任。 
    多謝合作！ 

                            

聖瑪沙利羅學校(幼稚園)啟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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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聖瑪沙利羅學校(幼稚園)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幼稚園通告 

 

____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 
 

 

*請家長自由選後於翌日交回班主任，謝謝！ 

 

家長簽署：                    二零二一年    月       日 
    

 
聖瑪沙利羅學校 

9 月 24 日 (星期五 ) 舉行 7、8、9 月生日會 

  學生(自由)參與天才表演，表演項目                  

 家長參與上午學生生 日 會 (祇 生 日 月 份 學 生 的 1 位 家 長 參 與 ) 

 家長不參與  

家長義工 
『故事家長』，參與日期:    月    日至    月    日。 

『照顧學生遊玩』，參與日期:    月    日至    月    日。 

『照顧 K1新生』，參與日期:    月    日至    月    日。 

『早訓家長』，參與日期:    月    日至    月    日。 

 協助 教 學 (如 介紹 職業及小 食活 動等 ) 

 其他，請註明：                               

 不參與家長義工                                                      

『刊載學生活動照片意願書』 

學校刊載本人子女的校園活動照片於學校網頁、刊物及壁報板等 

 家長同意                 

 家長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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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服藥授權書 
          
        本人授權校方人員為子女         班 姓名:                   

於校內服食經澳門註冊醫生處方的藥物，服食份量依照包裝說明。謝謝! 
 
                                    父親/母親簽名:                
                                             年     月     日   
   

 
聖瑪沙利羅學校 
學生服藥授權書 

          
        本人授權校方人員為子女         班 姓名:                    

於校內服食經澳門註冊醫生處方的藥物，服食份量依照包裝說明。謝謝! 
 
                                    父親/母親簽名:                
                                             年     月     日   
   

 
聖瑪沙利羅學校 
學生服藥授權書 

          
        本人授權校方人員為子女         班 姓名:                    

於校內服食經澳門註冊醫生處方的藥物，服食份量依照包裝說明。謝謝! 
 
                                    父親/母親簽名:                
                                             年     月     日  
  

 
 

聖瑪沙利羅學校 
學生服藥授權書 

          
        本人授權校方人員為子女         班 姓名:                    

於校內服食經澳門註冊醫生處方的藥物，服食份量依照包裝說明。謝謝! 
 
                                    父親/母親簽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