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啟者: 

    請人貴家長注意以下事項: 

一.2021/2022 學年，本校上課日數為 196 天(由二二一年九月一日起至二二二 

   年七月十五日止)。 

二.九月二日(星期四)開始照常上課。 

三.為保障學生及教職員工之健康，本校仍會繼續按照教青局指引及校本實際情而 

   作出以下安排： 

項  目 內容 

上課時間 

上午 8:10 - 下午 12:25  （8:00 開校門） 

下午 2:00 - 下午 03:30  （1:45 開校門） 

*參加督課班學生4:30放學，不參加者3:30放學，家長須於3:40 

前接子女放學。為方便管理學生，逾時遲走之學生將返回課室 

督課。倘家長有要事未能準時接回子女，請預先通知班主任， 

以便安排督課。所有逾時放學之學生，請家長於 4:30 放學時 

才可接回子女，並繳付當天之督課費 18元給班主任。 

錯峰上學 

時間安排 

由 A門進入 

小三至小六   上午 8:00-8:10 

由 B門進入 

小一、小二   上午 8:00-8:10 

錯峰放學 

時間安排 

由 A門出 

小一至小二   下午 4:25 

小三至小六   下午 4:30 

其他注意 

事項 

1. 家長須每天回校前，上載「健康聲明書」到智慧校園，請學

生每天佩戴口罩回校(有需要亦可帶後備口罩)，學校會為學

生進行體溫檢測及雙手消毒。如學生有身體不適，應在家休

息，不應回校。 

2. 為避免校園內人群聚集，學生及家長不宜過早於校門外等

候，家長祇能在校門外區域接送，不宜進入校園範圍。如有

重要事宜需進入校園，均須佩戴口罩及進行健康申報，並填

寫「澳門健康碼」。 



四.鑒於澳門衛生局《醫療事故法律制度》於二一七年二月二十六日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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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藥物交予健康促進員(即校醫) 或老師，學校  

   方可給學生服用藥物。如沒有簽署「學生服藥授權書」，學校不會給學生服用 

   任何藥物。如家長有需要，可到本校網頁(www.esmm.edu.mo) 下載，多謝合作!

五.本學年仍以自動轉帳方式在中國銀行繳交費用，請 貴家長按通告指定之日期 

   前把費用存入中國銀行  貴家長之戶口中，以便銀行為學生扣數，截數日後銀 

   行將不會轉帳，  貴家長應親自來校申明理由才接受補交，並須繳交每天 5元 

   之手續費，最高收費為 30 元，所得款項將捐贈慈善機構。請  貴家長及早存 

   款，以免逾期繳交手續費及增加校務處之工作。多謝合作！ 

   (貴家長之戶口如扣除繳費後盈餘不足 100 元，銀行將不會作自動轉帳。) 

   在校午膳托管之學生，每次約 32 元，收費共澳門幣 5,800 元，分兩期繳費。 

   第一期由九月二日至明年二月十八日，請 貴家長於九月十四日前將以下費用存 

   入中國銀行所開設之戶口轉帳。 

收費項目 款項 備註 

午膳及托管費(上學期)  2,900元 參加之學生才需繳費 

督課費(上學期) 1,150元 參加之學生才需繳費 

六.九月十六日(星期四)小學部拍攝學生相片，請貴子弟穿着整齊校服上學。 

    (勿穿運動服)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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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等， 

   請家長於回條中表明意願。   

八.小六畢業生可推薦或保送其他學校就讀。 

九.因教青局暫停購買網上閱讀平台服務，故新學年將取消中、英文網上閱讀課。 

十.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三)中秋節翌日，放假一天。 

十一.為響應環境保護局舉辦的「回收月餅盒好Easy」活動，家長可於九月二十三

日(星期四)至十月七日(星期四)把舊月餅盒帶回校交給老師，所得的舊月餅

盒將作回收再造。 

 

 



十二.為配合《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的實施，2021/2022學年餘暇活動將按

《課框》的規定時間開展，全年共30節，每節80分鐘，並把成績打印在成績

表內。本學年之餘暇活動課時間安排在星期三下午1:45-3:05進行，活動結束

後會繼續上課。活動項目詳見下表。 

二二一年九月至二二二年六月之餘暇活動項目 

編號 組 別 班 級 備 註 

1 趣味玩樂坊 P1~P2  

2 電腦樂趣多 P1~P2  

3 舞蹈(B) P1~P2 學校代購舞蹈鞋澳門幣 20元 

4 數學繪本與遊戲 P1~P2  

5 繪畫故事廊 P1~P2  

6 輕黏土創作 P1~P2  

7 DIY 創意工作坊 P1~P3  

8 摺紙畫 P2~P3  

9 樂趣手工藝 P2~P3  

10 趣味桌遊 P2~P3  

11 積木創意坊 P2~P4 學生需繳付材料費澳門幣 200 元 

12 少年領袖集訓 P2~P6  

13 Cross over 音樂世界 P3~P6  

14 科學小實驗及製作 P4~P5  

15 智趣小博士 P4~P5  

16 武術 P4~P6  

17 多元創意坊 P4~P6  

18 智力遊樂坊 P4~P6  

19 義工領袖訓練 P4~P6  

20 運動體適能 P4~P6  

21 家政 P4~P6 學生需繳付材料費澳門幣 220 元 

 以上各組別如因參加人數太少將會取消，或人數太多未能全數取錄，則部

分同學將會被安排次選項目。 

    此致 

貴家長 

                                                       聖瑪沙利羅學校 

                                                     二二一年九月一日 



回  條 

小(   )班 學生_______________(   ) 

A. 當校方於學校網頁、刊物及壁報板上刊載學生的校園活動照片時，請家長選擇以下意向 

   □同意刊載              □不同意刊載 

B. 如學生在學校發生意外需送院，請家長選擇以下意向 

   □優先把學生送往鏡湖醫院           □優先把學生送往山頂醫院 

C. 若校方未能與家長聯絡時，校方可自行決定把學生送往家長所選擇之醫院 

   □是              □否 

*請 貴家長填寫回條後，於九月六日(星期一)前交回班主任，多謝合作! 

                                                               家長簽署:___________ 

                                                               二二一年九月    日 

 

小(   )班 學生_______________(   ) 

 選擇餘暇活動組別 

 1.首選――編號：(   )組別：______________組。        

2.次選――編號：(   )組別：______________組。 

*請 貴家長填寫回條後，於九月六日(星期一)交回班主任，多謝合作! 

                                                               家長簽署:___________ 

                                                               二二一年九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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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小(   )班 學生_______________(   ) 

A.當校方於學校網頁、刊物及壁報板上刊載學生的校園活動照片時，請家長選擇以下意向 

   □同意刊載              □不同意刊載 

B.如學生在學校發生意外需送院，請家長選擇以下意向 

   □優先把學生送往鏡湖醫院           □優先把學生送往山頂醫院 

C.若校方未能與家長聯絡時，校方可自行決定把學生送往家長所選擇之醫院 

   □是              □否 

*請 貴家長填寫回條後，於九月六日(星期一)前交回班主任，多謝合作! 

                                                               家長簽署:___________ 

                                                               二二一年九月    日 

 

小(   )班 學生_______________(   ) 

 選擇餘暇活動組別 

 1.首選――編號：(   )組別：______________組。        

2.次選――編號：(   )組別：______________組。 

*請 貴家長填寫回條後，於九月六日(星期一)交回班主任，多謝合作! 

                                                               家長簽署:___________ 

                                                               二二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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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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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