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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家長，歡迎你們進入禮賢的大家庭，亦衷心多謝你們對禮

賢學校的信任和支持，將你們所寶貝的孩子送到禮賢接受學前教育。我們

每位老師將盡心以天父的愛去教導小朋友。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我們為新生家長預備此冊子，希望能讓

家長預先詳閱，對本校有初步的認識，以協助孩子在開課前有充足的準備。 

 

    歡迎家長隨時給予學校寶貴的意見，讓我們能提供更優質的教育。你

們的反映，促使我們反思問題，作出改善。你們的讚賞，給我們更大的動

力和信心，帶著喜樂的心勇往直前，實踐基督託付我們的教育使命。 

 

    最後，祝福家長和小朋友能在本園渡過一段愉快又值得回憶的時光。 

    

 

 

學校與家長是夥伴關係， 

在培養兒童健康成長方面， 

學校需要你的支持和協助。 

 

 
 
 
 
 

九龍禮賢學校暨幼稚園 

2022-2023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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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上學前的準備……  

幼兒在上學前習慣了家中熟悉的生活方式，一旦因上學而要與

自己親近的人分離，走進一個陌生的環境，跟從新的指示和規律，

實在不是一件易事。為了幫助孩子能順利適應，家長可考慮在開學

前數月，做好以下的預備功夫： 
 

1. 鼓勵孩子學習自我照顧 

讓孩子學習自己穿衣服、收拾、上廁所等自我照顧的技巧，可

增強他的自信心，幫助他適應較獨立的學校生活。 

1.1 知道自己的姓名， 

別人呼喚自己名字時懂應答。 

 

 

 

1.2 不再穿著尿片，能表示需要上廁所大小便。 

 

 

1.3                        

 

有困難或需要時，懂得表達。 

 

1.4 懂得自己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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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家中建立簡單的常規和規律的生活 

在家中訂下簡單的常規，讓孩子學習跟從指示，接受活動的轉

換。家中各人亦要以身作則，讓孩子學習過有規律的生活。 

  3. 進行靜態活動 

平日多與他進行一些靜態活動，例如： 

聽故事、畫圖畫、做黏貼等，讓孩子習慣 

靜下來安坐一會。 

  

4. 給孩子與其他小朋友相處的經驗 

若孩子平日很少機會與其他小朋友相處，特別是獨生子女，可

以多帶他到公園或遊樂場，與鄰居或親友的孩子玩、參加為小

朋友舉辦的活動、生日會或聚會等，學習分享與輪候。 

 5. 幫助孩子克服分離的焦慮 

孩子可能不習慣與父母或主要照顧者

分開而產生焦慮。為了消減孩子在開

學時的焦慮，令他不用擔心父母留下

他不顧，家長可在平日嘗試與孩子作

短暫的分離。 

5.1 先為孩子選擇一個他喜歡親近的人作保姆；當孩子與保姆

一起進行有趣的活動時，便與孩子道別。在道別時一定要說

明你在甚麼時候回來，雖然孩子沒有準確的時間觀念，但是

你可把時間聯繫到一些活動或常規，使他明白，例如：「你

吃過飯後，媽媽就會回來了。」你一定要遵守諾言，依時回

來。初時你可嘗試離開他數分鐘，然後慢慢加長時間。你也

可以留下一些你的物品(例如是外衣)，吩咐孩子代你看守至

你回來，這樣才能建立孩子對你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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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平日要避免以「不要你」、「不許你回家」或「不聽話就叫 

老師罰你」等說話來恐嚇孩子，令孩子產生被遺棄的恐懼 

或對學校的反感，導致他有拒絕上學的行為。 

 6. 讓孩子認識有趣的學校生活 

6.1 帶孩子到附近的幼稚園走走。你可 

帶同他一起送兄姊上學，順道到訪 

學校，讓他先有一些學校生活的概 

念。也可通過看圖書及說故事來介 

紹有趣的學校生活，引起他有上學 

的盼望。 

6.2 在開學前，讓他熟習上學的路程。也可讓他在家中試穿上 

新的校服和背上新書包，玩假裝上學的遊戲。 

  (主要資料摘自衛生署家庭健康服務部「共享育兒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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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上學的初期小朋友可能會感到……  

 

 

 

 

 

 

 

 

 

 

 

 

 

 

 

 

 

 

 

 

 

 

 

 

 

 

 

 

 

    對幼兒來說，上學是一件興奮而又困擾的事，尤其是初入學的幼

兒，第一次要與親人分離，必定會有焦慮和緊張的感覺。家長也可能

會覺得擔憂，這些感覺其實都是很正常的。為了幫助幼兒輕鬆地渡過

過開學初期這段時間，並逐漸適應學校的環境，我們有下列的建議，

請家長儘量配合： 

我好驚呀! 

媽媽 
不要我了。 

那些人我都
不認識的。 

媽媽走了， 
不再回來。 

那是一個陌
生的地方。 

   有些人在 
   哭呀！ 

課室好大呀! 
我想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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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營造愉快氣氛，預備陪同孩子適應上學；開學日請家長儘量抽空 

陪伴幼兒一起上課。 

2. 當家長陪伴幼兒時，最好不要緊盯著他，反之，應表現得輕鬆和    

愉快，讓幼兒覺得自己不是被注意著，而能逐漸放鬆自己。 

3. 若家長也感到很難與幼兒分離，就不妨請與幼兒熟悉的親戚朋友    

陪他來學校。另一方面，家長可多與園長、主任或老師交談，進    

一步了解我們為幼兒安排的各項措施，亦可與本園舊生的家長聊    

聊，以增加你對我們的信心。 

4. 要接受及了解孩子害怕的感受，請清楚告訴孩子，當他在校不在 

家時，家人還是做每天例行的事(例如：上班、買菜……)時間到
了，一定準時來接他回家。 

5. 家人的態度十分重要，千萬不要有捨不得、離不開的樣子，縱然
是怕孩子不習慣，也不要在孩子面前表現出來。 

6. 當家長離開時，宜溫柔而堅定地告訴他：「我做完……便馬上來
接你回家。」若幼兒不停地哭泣，可陪他一段短時間，讓他知道
你了解他的感覺，並信任老師的安排，分離後不必在門窗外徘徊。 

7. 開學初期，請早一點送幼兒來，讓他有時間逐漸熟悉課室的各項
設備和小朋友。放學時，請你準時來接他回家，以免他焦急。 

8. 開學幾天，幼兒回家後，請你多留在家陪伴他，讓他感覺那幾天
是溫暖的、安全的。並請避免一直詢問他：「你今天在學校做什
麼?吃些什麼?」使他覺得上學好像是一種負擔。 

9. 多用正面的說話與小朋友交談學校的生活，例如： 

 「爸爸/媽媽看見你返學很開心。」 

 「學校的老師好錫小朋友！」 

 「返學真係好開心！」 

 「遇到問題，老師會幫助我們的。」 

   這些說話讓小朋友感到安全和有信心。 

10.  切不可提出恐嚇的說話，例如： 

      「你再喊我就唔帶你返屋企。」 

      「乖乖地，唔好喊，如果喊，先生會罰你啊， 

        帶你入黑房。」 

      「再不乖，帶你到幼稚園，讓老師罰你。」 

      「其他小朋友會打你！」 

       這只會增加孩子的恐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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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上學初期的反應……  

 

    在老師及家長的小心處理下，一般孩子多能安然渡過適應期，對

學校漸建立信心，每天愉快地回校。但是部份孩子或會在過渡期發生

下列正常現象，家長無須過於擔心。 

 

1. 嚎哭 

有些孩子在早期出現，有些則在一段時間後才開

始。這是孩子情緒起伏的正常表現，我們須表現

得了解和明白他們。適時緊抱著他以作安撫、平

伏心情，這種行為會逐漸減少的。 

 

2. 行為倒退 

如重現吮手指、奶咀或遺尿等情況，此為孩子情緒緊張所致，當 

孩子情緒逐漸回復穩定時，此等行為自然消失，家長切勿太過責 

怪兒童或產生過度的憂慮。 

 

3. 拒食或食慾減退 

孩子下意識地對環境產生抗拒或因嚎哭所致。 

 

4. 發燒 

幼兒抵禦病菌的能力較弱，與其他幼兒的頻繁接觸

或情緒波動等因素，都可能導致身體不適或感染疾

病。家長須密切關注孩子的健康情況，培養良好的

衛生習慣，並於每天上學前為孩子量度體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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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園校服  (可瀏覽本園網頁  >> 校園資訊  >> 校服樣式) 

 a) 背心圍裙 

    冬、夏季的校服均為淡黃色背心，家長可於本校校務處購買。 

    逢星期一至五(運動課除外)穿著並扣上名牌，內穿便服， 

    衣袋根據級別分顏色： 

 

 

 

 

 

 

 

  

 

                                               

 

 

               上午班圍裙校服              下午班圍裙校服 

 

  b) 運動服 (幼兒班逢星期一/低班逢星期三/高班逢星期五) 

 冬、夏季運動服，每週一次在運動課當天穿著並扣上名牌。 

 本校已委託〝金洋校服公司〞代辦運動校服事宜， 

 請家長直接向該公司購買及查詢有關式樣、 

  價格等詳情。金洋校服公司地址： 

  九龍佐敦道吳淞街 122-124 號利際商業大廈  

  12 字樓 A&B 室。 電話：2730 2066  

班 級 上午班 下午班 

幼兒班 橙色袋 橙色格仔袋 

低 班 紫色袋 紫色格仔袋 

高 班 綠色袋 綠色格仔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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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鞋  

  請不要穿綁帶鞋，閃燈鞋或發出聲音的鞋，亦不宜穿著涼

 鞋，宜讓小朋友穿輕便和容易自行穿脫的運動鞋或皮鞋，顏

 色及款式不拘，必須穿著襪子。 

 

 

 

 

 

 3. 書包  

  每天須帶書包回校，內放一套簡便衣物(包括內衣褲)，以備需 

  要時替換(例如：弄濕或弄污衫、褲......)，書包可於學校購 

  買。為保障孩子的安全，請勿在書包外掛上任何公仔掛飾或

  鎖匙扣，以免造成意外。 

 

 

 

  

 

 

 

 4. 茶點  

      家長須為小朋友每天預備茶點和小水樽，並帶備毛巾盒(內放

濕手帕)，以上物品可存放於書包外格。所有用品皆須貼上或

寫上學生姓名，以資識別。 

 

 

 

 

 

               



 

 

 

 

1. 上課安排  
 
   1.1  上課時間：上午班 9:00-12:00；下午班 1:30-4:30。本校於

上午 8:40；下午 1:10 開門，歡迎小朋友到校。

如遲到或早退，校方均會作記錄。 

   1.2  幼稚園家長接放學地點安排於學校操場綠色大閘門處，請

家長準時到達閘外排隊輪候(上午班 12:00；下午班 4:30)。 

   1.3  每位同學於開課日將獲派發一張新年度之「放學證」，家長

每天接學生時，均須攜帶「放學證」，以備老師、司機或保

姆查閱。如當天遇特別事故，須由他人接回 貴子弟，請家

長務必通知學校及司機，而來人須帶備「放學證」。(若遺

失「放學證」，請盡快通知學校並辦理補領事宜，每張$20。) 

   1.4   本校為培養學生獨立能力，並顧及校園保安，保障學生安

全，由十月份起，請家長送孩子回校到學校正門後，讓小

朋友自行入內，校園內有老師或職員當值，教導和照顧小

朋友返回課室，家長請安心並與學校合作。 

   1.5   家長可透過學生手冊、便條或致電與老師聯絡。上課時間

老師不會接聽電話，家長可留下口訊，以便老師回覆。 

2. 學童巴士安排  
 

2.1 本校以介紹性質向家長提供學童巴士服務

資料，此服務並不屬於本校營運的一部

份，選用此服務與否全屬家長之決定。 

2.2 學童巴士收費為一年十期，若學童連續 10 期(每年 9 月至

6 月)乘搭學童巴士，則 7 月份車資免收；若沒有連續乘

車者，則 7 月份須繳交三份之一月費，請家長留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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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如學童只乘搭單程(即返學或放學)，須繳付車費連保姆費的  

  三份之二；如乘搭不同路線返放學，則各單程只收取半費。 

2.4  家長如決定停止服務，須於一個月前通知學童巴士負責人，  

  否則需繳付三分之一車費。 

2.5  如因特殊情況，教育局宣布停課，停課兩星期以上，則該月    

  收取一半車費，停課在兩星期以下，收取全費。 

2.6  學童巴士車費由校方與學童巴士負責人協商訂定，學童巴士  

  負責人不能私下增收任何額外費用。司機或保姆將會每月給予  

  家長車費袋，家長按月以現金或支票直接交予司機或保姆 (支票

  以學童巴士負責人姓名為抬頭)，校方不會代為處理。 

2.7 乘搭學童巴士之小朋友，每天須準時到達車站，逾時不候，以

 免阻延其他學童上學時間。如放學未能按時在車站接學生，該

 生會被送回學校，請家長自行安排到校接回子女。 

2.8 如小朋友當天不乘坐學童巴士，務必通知司機，以免浪費等候

 時間。而家長自行到學校接放學，亦請知會司機及致電校務處，

 並於放學前 5 分鐘到校登記，以便安排。 

3. 學生健康及請假事宜  

3.1 小朋友受傷或身體不適，務必依從醫生指示，在家休息至完全

康復後才回校上課。 

3.2 為保障小朋友的安全，請勿讓學生帶藥物回校，以免他人誤服，

老師亦不會負責在校餵學生服藥。 

3.3 學生如需請病假或事假，請於當天上午班 9:30am，下午班

2:00pm 前致電校務處說明其病因、病徵、發病日期及最高發熱

度數或事假原因。 

3.4 如預早請事假，請以書面於請假前通知校方。 

3.5 為統一處理和進行校內記錄，請家長必須致電校務處，一律不

接受家長以 WhatsApp 通知老師及通知司機或保姆代為請假。 

3.6 學生請假三天或以上，須出示醫生證明書或家長信列明原因。 

3.7 如非必要，請勿隨意為孩子請假，以培養小朋友勤學的態度。 

3.8 如於請假當日欲為小朋友取功課，請致電本校校務處交代有關

安排；功課如須交予司機代轉，亦須自行聯絡該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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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校停課及學童受傷之安排  

4.1 按教育局指引，當天文台懸掛三號或以上颱風，紅色或黑色暴

雨訊號時，所有幼稚園停課。家長須隨時留意有關當局的宣

佈，如有特別安排，校方會於以 eClass 及學校網頁發佈最新

消息，敬請留意。 

4.2 如上課中途，因天氣轉變，改掛三號颱風或紅色暴雨訊號時，

本校會繼續上課，按天氣情況許可下，照正常時間放學。家長

亦可於此期間，到校接回學生。 

4.3 學生如在校發生意外，輕傷者經處理後，用記錄表及電話通

知家長。 

4.4 學生受傷較重，本校會立刻用電話與家長聯絡，及將傷者送

往鄰近之公立醫院，請家長留意下列急症室收費安排： 

政府已正式通過由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八日起，調整急症室服務收費，

符合資格人士每次診治收費為一百八十元。醫院管理局就有關向學生

收取急症室服務費用的安排，其解釋要點如下： 

※ 學生到達公立醫院急症室，急症室醫護人員會為他們提供專業的

治療。 

※ 學生會獲發一張「繳費通知書」，如未能即時繳費，學生或其家長

可以選擇在日後方便時繳費。 

※ 任何病人如果有經濟困難繳付急症室費用，可利用現行的減免機

制，向公立醫院醫務社工申請減免醫療費用。  

5.  與家長聯繫  
 

幼兒教育是基礎教育中重要的一環，家長及老師均為影響

幼兒成長的關鍵人物。因此本校十分重視與家長的溝通，盼望

能通過彼此的了解及互相配合，幫助小朋友健康快樂地成長。 

      5.1  家長會 

         全年約有四次家長會，透過不同的專題，讓家長明白幼兒

成長的資訊。另有分班時間，使家長了解小朋友學習的情

況。家長會一般安排在週六上午或平日晚上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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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個別接見家長 

 全年有兩次老師個別與家長面談，內容主要是分享小朋友

在校及在家的表現和發展進度，互相交流意見及提供更適

切的教導，使小朋友獲得全面的教育。 

    5.3  家訪 

  老師會按需要家訪小朋友，目的是更了解小朋友的生活環境，

 認識小朋友在家中的表現和學習情況。並藉此機會與家長探討

教養孩子的心得，互相交流和支持，共同協助小朋友的成長。 

5.4   親子旅行 

藉此活動增進學校與家長之聯繫，讓家長和老師在大自然的

環境下，輕鬆愉快地暢談小朋友的成長和表現。 

   5.5  家長參與 

     家長是學校最佳的夥伴，我們會邀請家長參與不同的活動。如

帶小朋友進行戶外學習參觀、到校介紹自己的職業等……，豐

富小朋友的學習經驗；亦使家長更了解孩子的學習過程。 

   5.6 家長觀課 

     家校同心，彼此信任，是培育幼兒成長的有利條件。我們將按

年度計劃，以不同形式安排家長觀課活動(例如：觀看課堂生活

影片或到校觀課)，藉此增進家長對小朋友校園生活的了解。 

 

6. 退學手續  

6.1 幼兒可按家長之意願隨時退出本校服務，請於退學前一個月以

書面通知學校。否則校方有權要求家長繳交一個月之學費。 

6.2 在下列情況，本校可要求幼兒退學： 

  a) 具有傷害他人或自我傷害的危險；或 

  b) 健康情況不宜入學；或 

  c) 缺席一個月而沒有向校方請假。 

    6.3 逾期一個月仍未繳付學費，亦沒有與校方聯絡者，作自動放棄

學位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