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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稚園通告       
 

一.教青局持續推動健康校園促進計劃-「水果Fun享日」，11月24日(四)將送贈蘋果到

校，本校會派送蘋果給每名學生及教職員，讓師生與家人共享鮮甜的蘋果之外，

更培養適量吃蔬菜水果的健康飲食習慣。 

二.11月 26日(星期六)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舉辦「2022/2023天主教學校教師發展日」

，修女及老師代表將出席參與。 

三.11月 28日至 12月 2日(星期一至五)第一段學能比賽，上學時間如常，各班將錯 

   峰放學時間: K1:中午 12:45(C門)  K2:中午 12:50(D門)  K3:中午 12:55(C門)。 

四.幼稚園將舉行『親子探索學習日-親親大自然』活動，讓學生及家長多接觸大自然，

同享郊遊及親子之樂，呼吸郊外新鮮的空氣。 

日期:12月3日(星期六)      地點:路環石排灣郊野公園 

 

車    費:家長來回車費27元  單程車費14元   ＊本校學生毋須繳交車費 

家長參與:基於疫情，每位學生祇可由1-2位家長陪同參與(最好是父母)，請按時

回校集合。如自行前往，請按時到公園內的圓型廣場找回所屬班別集

合。恕不接待其他兒童及親友。 

服    裝:學生必須穿著整齊運動服、白色運動鞋及佩戴姓名膠牌。 

旅行物品:學生/家長可自由攜帶背囊裝好健康食物/飲品等，請小心保管。 
 
注意事項:  

1. 因應疫情的變化，校方會根據衛生局及教青局的指引而作出適當的應變安排； 

2. 如學生不出席旅行、家長需要向班主任請假(因已列入195天之上課日)； 

上午活動時間 
程 序 

K3 K2 K1 

8:30 

(C門入) 

9:00 

(C門入) 

9:30 

(C門入) 

1.各班集合 

 (請家長帶學生排洗後到小學操場按班別集合) 

8:45 9:15 9:45 2.唸經祈禱，介紹行程、乘車安排及注意事項等 

3.分班乘車出發(逾時不候) 

9:30 10:00 10:30                                                                                                                                                                                                                                                                                                                                                                                                                                                                                                                                                                                                                                                                                                                                                                                                                                                                                                                                                                                                                                                                                                                                                  4.分級進行學生律動及拍攝集體相片 

5.親子郊遊探索學習 

6.送您小玩具 

7.健康野餐 

8.環保清潔大行動 

  (請學生及家長全程跟隨本班進行活動) 

10:45 11:15 11:45 9.各班集合(按時到指定處按班別集合，逾時不候) 

10.乘車回校(祇由公園至學校，不設中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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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患病之學生及家長應請病假及留在家中休息，勿參與活動，以免傳播病菌； 

4. 為保障學生及家長的衛生安全，活動期間必須按照本班行程進行活動，請勿擅

自離隊及遊玩公共設施。如需自行離去及活動後逗留遊玩，責任自負，但必須

儘早通知班主任； 

5. 學生及家長進入學校及公園必須佩戴口罩及出示澳門健康碼。為避免校園內外

人群聚集，回校乘車時請按照本班的到校時間集合，不宜過早於校門外等候； 

6. 家長亦可準備消毒洗手液/消毒紙巾、毛巾/紙巾、太陽帽、防蚊貼/防蚊劑、替

換之衣服等。活動時如身體不適或受傷，可即時通知老師/醫生，進行簡單護理； 

7. 請家長填妥回條後於上課即日交回班主任，如回校乘車之家長，請將回條連同

車費放在信封內一併交來，信封面需註明學生姓名、班別、車費金額。如學生

不參加活動，必須在回條填寫請假原因； 

8. 家長繳交車費後，如學校因疫情或突發事宜而取消活動將退回車費。但若家長

因遲到、缺席或臨時決定自行往返等情況不乘車，因已訂車，故車費概不發還； 

9. 自行前往的家長及學生請於公園內的圓型地耐心等候同班同學的到來，避免在

在門口等候，以免阻礙乖車上落，亦要注意交通及學生安全； 

10.如因天雨或疫情不穩定等原因，將改在校內進行活動，稍後另行通知： 

   活動時間：K3  上午8:30-9:45  （上午8:30回校） 

             K2  上午9:45-11:00 （上午9:45回校） 

             K1  上午11:00-12:15（上午11:00回校）。 

五.12月 5日(星期一)第二段學段開始。 

六.12月7日(星期三)慶祝聖母無原罪瞻禮，將舉行祈禱禮儀。 

   12月 8日(星期四)聖母無原罪瞻禮，學生放假。  

   12月 9日(星期五)校本培訓日，學生放假。 

七.現時天氣逐漸轉冷，由 12 月 5 日(星期一)開始學生正式轉換冬季校服及運動服

上學，有關校服樣式可參考 10月 26日已派發之校服通告及本校網頁。此外，請

家長替子女在帶回校的衣服(如校褸、毛衣、頸巾、帽子、手襪及手帕等)及寢具

標明姓名及班別，以便學生及老師記認，同時亦要教導學生好好看管及珍惜自己

的物品。如因沒有標明姓名又未能尋獲者，責任自負。 

八.幼稚園學生年幼，請家長多關注天氣、個人、環境及食物清潔衛生，密切留意政

府及本校發出的新冠肺炎疫情及秋冬季傳染病訊息，並時常留意子女的身體狀

況。倘若學生患有傳染病或感不適，家長應讓子女儘快就診，按照衞生局與教青

局之指引，病童應留在家中或醫院休養直至痊癒才回校，不應上學，同時家長必

須即時通知校方有關病情，讓學校及時採取疾病預防及應變措施，以保障病童、

學生及教職員工之健康，以免感染疾病。而學生病愈回校，家長應讓學校健康促

進人員檢查其身體健康狀況，以確定學生痊癒才可上學。 

九.12月 11日(星期日)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金會舉辦公益金百萬行 2022(線上行)，

將於操場設置善款箱，學生及教職員工可自由捐獻，共襄善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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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12月 15日(星期四)舉行聖誕聯歡會及 10-12月學生生日/聖誕茶會，內容豐富。 

上午 9:30-10:30 聖誕聯歡會：誦讀聖誕禱文、欣賞聖誕禮儀劇、學生合唱聖誕

歌、頒發聖誕圖畫填色比賽獎項。上午 10:30-11:45 進行 10-12 月學生生日/聖

誕茶會。下午將欣賞聖誕影片及拍攝馬槽大合照，每位學生將獲贈聖誕禮物，生

日的學生同時獲贈生日禮物。 

是日學生可自由穿著便服，佩戴姓名牌，帶書包(祇需帶毛巾、杯，不用帶書簿)； 

表演之 K3學生回校才更換表演服裝，請於上午 8:10到校(由 C門入)； 

   由於疫情關係，避免人多聚集，是次慶祝聖誕將不邀請家長參與，但其後家長 

     可透過校網觀看聖誕禮儀劇片段及生日/聖誕茶會相片﹔ 

   祇邀請 10-12月份生日學生的 1位家長於上午 10:30-11:00參與切蛋糕及唱生 

     日歌環節(請於 10:30前到校，A門出入)。如有興趣參與，請在回條上填寫； 

是日上課時間如常，請家長依時接送子女。 

十一.12月 16日(星期五)上午慶祝回歸活動，將舉行升旗禮。上學時間如常，各班 

   錯峰放學時間: K1:中午 11:45(C門)  K2:中午 11:50(D 門)  K3:中午 11:55(C 門)。 

十二.12月 20日至 1月 2日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冬至、聖誕，元旦及元旦 

   補假假期。 

1月 3日(星期二)照常上課。 

十三.第二段品德教育主題：愛德福傳 關懷樂助 – 愛德響全城 關懷樂滿盈 

   將進行以下活動： 

1.聽聽我的心：由 12月早訓開始老師會引導學生在祈禱時「靜默一分鐘」，嘗試

聆聽自己內在的心聲，學習向天主傾訴心事，反思自己平日的言行，努力做個

學行良好的孩子。同時多關愛身邊的人地事物，為有需要的人送上祈禱和祝福； 

2.花點心思感謝您：12 月 12 日(星期一)老師會於操場展示美勞圖樣，家長可與

子女在家製作花朵(K1-鬱金香、K2-康乃馨、K3-向日葵)，並為自己的家庭或

關懷的人地事物寫上祝福花語。完成後將花朵於 1月 6日(星期五)前交回班主

任，花朵將會張貼於幼操場及課室的祝福小花園內，同時於課堂中與同學分享； 

3.童來愛德福傳：由 1月 4日(星期三)起，在早上上學時段及早訓期間，學生會

輪流戴著頭套扮演不同聖人的角色(如小耶穌、鮑思高神父、瑪沙利羅修女和

大聖羅格等)，透過認識及懷念聖人的德行，讓學生效法和表現聖人的德表，

傳揚愛德關懷他人； 

4.We have Manners：2 月 2 日(星期四)老師向學生派發「We have Manners」活

動卡，請家長和子女在家利用圖畫和文字等形式記錄自己或他人的有禮用語/

行為，在 2 月 27 日(星期一)交回，將會張貼於幼操場及課室的好人好事壁報

牆上，同時於早訓及課堂中與同學分享； 

5.澳門明愛「四旬期愛德運動」：關愛貧苦的善心，2 月 20 日至 3 月 3 日早上在

校門附近設置捐款箱，讓大家自由捐獻，全部善款將送交澳門明愛幫助貧困家

庭，鼓勵家長及學生支持善舉，發揮四海一家的關愛精神。  



 4 

十四.第二段閱讀悅樂，為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及習慣，將推動以下活動︰ 

1.閱讀童分享：閱讀推廣人員、老師及學生定期在早訓分享多元化的閱讀資訊，

如校內外的閱讀活動、網上閱讀及好書推介等； 

2.童遊校園圖書室：將安排各班輪流到學校圖書室參觀，讓學生認識使用圖書室

的守則及閱讀/借用圖書的規則等，並在館內閱讀有興趣的圖書，鼓勵學生多使

用圖書室的閱讀資源； 

3.閱讀童換FUN：學生在幼操場圖書寶庫借閱圖書時將獲發一張借閱卡，每一次借

閱圖書時可得到一個蓋章，當學生集齊10個蓋章後，便可在指定日期換領小禮

物，以示鼓勵； 

4.故事家長：歡迎家長於上午8:35-8:50(K3/K2)或上午8:40-8:55(K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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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查詢或報名，將在每學段頒發獎狀及禮物給故事家長，以示獎勵； 

5.閱讀小博士：為鼓勵學生多借閱圖書回家進行親子共讀，每級別將選出借閱幼

操場圖書角圖書次數最多的3名學生，並頒發獎狀及禮物，以示獎勵； 

6.Fun Story Time：配合英語遊樂場(英語月)活動，現招募家長到校與本班學生

說簡單的英語故事，家長可借用校內英文圖書或自行準備英文圖書進行親子共

讀。同時在幼稚園操場壁報上張貼不同的英文謎語及標語等，亦會推介及擺放

不同類型的英文圖書在幼操場和課室的圖書角，讓學生可在校/在家閱讀； 

7.童愛換書：幼稚園將進行「一書換一卡」的活動，有興趣參加的學生可於2月6-17

日把家裡的圖書帶回校交給班主任領取“換書卡”，並於2月21-22日換取由同

學帶回的圖書。請留意帶回校的圖書，不接納部份類別及具時效性的書本，例

如教科書、活動場刊、雜誌報紙、已塗污及破舊殘缺的圖書等。 

十五.踏入學期第二段，幼稚園繼續招募『家長義工』，包括故事家長、早上當值家

長、早訓家長、協助參觀、慶節或教學活動等之家長，家長入校請備澳門健康

碼，進行體溫檢測及雙手消毒。如有興趣參與，為教養或照顧幼兒出一分力，

請填寫回條，至深感謝! 

 

 

 

聖瑪沙利羅學校(幼稚園)啟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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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 
 

 

_____班學生__________ 
 

 
請家長填寫及選參與的親子活動並交回班主任，謝謝！     
 

12月3日(星期六)『親子郊遊運動日』活動 
 

___________班學生 _______________ 
□ 學生及家長參加： 

可任選一欄填寫來回安排，除學生外，參加之家長人數及車費: 
來回均乘車 祇去程乘車 祇回程乘車 自行往返 

家長（  ）人 家長（  ）人 家長（  ）人 家長（  ）人 
車費（  ）元 車費（  ）元 車費（  ）元 --- 

 

□學生及家長不參加，原因:＿＿＿＿＿＿＿＿＿＿＿＿＿＿＿＿＿＿＿＿＿ 
   
  請選及填寫後於上課即日交回班主任，謝謝！                   
 

 

 

家長閱後簽署          二零二二年    月     日  

12月 15日(星期四)上午聖誕聯歡會及 10-12月生日/聖誕茶會 

家長參與生日/聖誕茶會(上午 10:30-11:00，祇 10-12月份生日學生之 1
位家長) 

家長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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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當值家長』，參與日期:   月    日至   月    日 

『早訓家長』，參與日期:    月    日 
『協助 參觀、慶節或教學活動等』(可諮詢老師 ) 

 其他，請註明：                                

 不參與家長義工  
註:家長入校請備澳門健康碼，進行體溫檢測及雙手消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