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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前準備 
1. 輕鬆講解 

 花時間與孩子講解，告訴他幼稚園和小學的分別，讓他們做好心

理準備，說時要帶著輕鬆的口吻，千萬不要讓孩子產生負面的感

覺。 

2. 陪伴迎新 

 讓孩子知道更多升讀小一的好處和樂趣，例如首週陪小朋友回小

學，了解及感受校園的實際環境；又或與他們在學校附近散步及

做運動，增加親子溝通之餘，可幫助他們熟習上學的必經之路。 

3. 角色扮演 

 利用「角色扮演」遊戲，與孩子模擬老師及學生的上課情況，使

他們更容易掌握小學的學習方式。開學後，家長亦可繼續利用此

方法，以了解孩子的上學情況。 

4. 買心愛文具用品 

 與孩子一同選購他們心愛的書包、筆盒、文具、食物盒等物品，

多讓他們參與準備過程，自然對上學產生期待。 

5. 編排時間表 

 為了提高孩子的自理能力，可與他們共同編排時間表，協助他們

分配時間和工作，建立規律的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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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入讀小學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 
在準備送孩子入讀小學時，你需要考慮他們能否做到下列各點： 

1. 懂得照顧自己，例如可以自己 

 • 穿著衣服 

• 如廁 

• 進食 

• 使用日用品 

• 抹汗及擦鼻涕 

2. 生活習慣方面已作好入學的準備，例如： 

 • 早睡早起 

• 注意衛生 

• 有禮貌 

• 收拾整齊 

• 守規矩 

• 懂得與人分享 

3. 孩子開學前，你亦要做很多的準備工作 

 • 不要過分緊張，以免影響孩子的心情。 

• 可耐心地和孩子談談學校的情況，同時不妨請他和你一起準

備上課的衣物用品。 

• 為孩子準備的衣物，要以孩子易於操作，方便使用為原則。

(衣服用品上可加標記以防調錯) 

• 善用「新生日」，若學校有迎新活動的安排，你也可趁這機

會積極參與，並且盡量做到下列各項： 

❖ 親自陪孩子逛逛校舍，好使他認識這個新環境； 

❖ 親自指導孩子試用學校裏的設施； 

❖ 向孩子解釋接送情況和安全守則，例如提醒小朋友不可

擅自離開學校，有困難向老師求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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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學校的人物 
校長：謝國貞女士 

副校長：鍾詠嫺副校長(管理與組織、學與教) 

副校長：李嘉雄副校長(校風及學生支援、學生表現) 
訓輔主任：鄭祖昌主任 

資訊科技統籌主任：李志強主任 

教務及學校事務主任：孫偉明主任 
課外活動主任：勞祖耀主任 

課程發展主任：陳景主任 

英文科統籌主任：黃文傑主任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曾寶玲主任 

總務主任：張莉莉主任 

校務主任：簡珮華主任 
圖書館負責老師：梁敏怡老師 

學生輔導社工：鍾淑珊姑娘 
 

班別 一信 一望 一愛 一德 

班主任 李艷平 練劍英 歐以琳 趙定茵 

中文 李艷平 練劍英 梁諾瑤 趙定茵 

普通話 李艷平 練劍英 梁諾瑤 趙定茵 

英文 梁悅玲 黃文傑 歐以琳 孫偉明 

數學 黃敬慈 張莉莉 廖珮盈 趙慧婷 

常識 李艷平 林子聰 鍾苑琪 鍾雪芬 

倫/宗 孫偉明 薛藹雯 謝碧珊 李凱玲 

生命教育 孫偉明 薛藹雯 謝碧珊 李凱玲 

視藝 李艷平 梁諾瑤 歐以琳 簡珮華 

音樂 丁寧 林曉明 萬安華 黃敬慈 

體育 王桂萍 溫仲樑 鍾苑琪 林子聰 

電腦 黃家樂 吳和來 楊鈞沛 林子聰 

圖書 梁敏怡 梁敏怡 梁敏怡 梁敏怡 

• 相信老師與孩子的關係，家長與老師都站在同一陣線，彼此互相尊重

及信任，這樣孩子才能在愛的校園成長！ 

• 家長如有任何疑問，請直接致電 24988911，聯絡孩子的班主任或科

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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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日 
1. 要有充足的時間讓孩子起床吃早餐，然後準備陪他上學。 

2. 這天最好由你親自接送。當要離去時，千萬不要偷偷地從學校溜

走，應該讓孩子知道他暫時須獨自留在學校裏，到放學時你會接

他回家。此外，也別忘記為孩子樹立守時的好榜樣。 

3. 假如你沒法抽空接送，應該設法安排一位孩子熟悉並信任的成人

代勞。 

4. 要設法控制緊張的心情，以免影響孩子的情緒。 

5. 如果一切準備工夫都已做足，但孩子仍害怕上學，哭鬧不休 

• 請不要過份擔心，因為適應新環境的能力因人而異的；  

• 千萬不要以恐嚇或賄賂的手段使孩子就範； 

• 你只需要溫言相慰和信任教師們的處理。 
  

了解孩子在適應新環境時所遇到的困難 
1. 入學初期，孩子會對某些情況不習慣，例如： 

• 離開父母 

• 照顧自己 

• 與陌生人相處 

• 置身於人數眾多的場合 

• 置身於較廣大的空間 
  

2. 開學初期，孩子可能會出現下列的異常表現： 

• 特別依戀和依賴父母 

• 非常疲倦 

• 藉故鬧脾氣 

• 不時吮手指 

• 無故尿床 

  

 

這些都可能是孩子未能完全適應

新環境的暫時現象，你毋須太過

擔憂。只需要如常地讓孩子有充

分的休息和提供均衡富營養的膳

食，在你耐心的照顧下，孩子自

然會漸漸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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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積極與校方合作 
孩子入學後，教育的責任不等如就轉移到教師的身上，你要了解孩子在

學校的情況，與校方取得一致的教育方針。 

以下的途徑可幫助你認識孩子在學校的活動情況： 

• 到學校參觀，了解環境設施和課程安排。 

• 盡可能抽空參加學校舉辦的家長會、家教會活動等。 

• 請每天為孩子覆閱手冊，並加以簽署。如有任何疑問，可透過手

冊上的學校通訊欄與班主任或科任教師聯絡。 
 

你應該在下列各方面去配合教師的工作 
• 依時接送，並信任及配合校方的安排； 

• 與校方合作，幫助孩子搜集雜誌、圖片或其他材料，讓他們帶回

學校作學習之用； 

• 教導孩子妥善利用小息時間，為他準備簡單但有營養的食物(如麵

包、餅及水果等)； 

• 幫助孩子發展自我照顧的能力，例如管理自己的用具，覆看手

冊，依時間表準備書本用具； 

• 不要在學業成績表現上作過分的要求，以免增加孩子不必要的壓

力。只需要好好的關懷照顧他，耐心地讓他習慣新的一切。 

• 不時與孩子一起瀏覽學校的網頁(http://www.kmw.edu.hk)，了解

學校最新的資訊消息。 
 

本校今年度的主題 

Big dream, Great team, Let’s STEAM! 

(Let’s STEAM! 讓夢想擴張、協作更強！) 
 

註：STEAM 是由五個英文字的首個英文字母組成，分別是：  

Science (科學), Technology (科技), Engineering (工程), Arts (藝術), 

Mathematics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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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行政組別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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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日 
一. 副校長 

         本校設有兩名副校長，並配合教育局制定的「香港學校表現

指標」中的四個範疇作分工，其中一人負責範疇一(管理與組織)

及範疇二(學與教)，另一人負責範疇三(校風及學生支援)及範疇四

(學生表現)。主要角色是協助校長監察及督導各部門的工作，然

而學校有不少計劃是以跨範疇的方式推行的，因此，兩位副校長

亦會按情況作出調節和配合。 

  

二. 教務組 

 • 本校全年分上、下學期。九月至一月為上學期；二月至七月

為下學期。 

• 本校實施循環週，所謂「循環週」，是指利用循環週模式上

課，以減少假日對課程造成的影響。循環週主要分為 DAY 

A、DAY B、DAY C、DAY D、DAY E、DAY F 六天。 

• 教師每一天授課，都會給予學生適量功課以鞏固知識，幫助

學生加深記憶。有關家課份量，學校建議老師每天給予的中

文、英文、數學及常識功課，各科不可多過兩樣，而整天的

功課量總數不可超過六樣。不過，這是客觀上的建議，而實

際上當然要視乎課程的需要及老師的專業判斷，然而學校亦

會重視及衡量學生的應付能力，故此家長毋須過份憂慮。 

• 星期一至四 (DAY A 至 DAY E) ，每天共七節課； 而 DAY F 

有六節課，該天會有聯課活動，每課節有 40 分鐘。逢星期

五，每課節有 35分鐘。星期一至四放學時間是 3：10 p.m.； 

因老師須進行備課及會議，星期五的放學時間是 2：15 

p.m.。 

• 星期一至五均設有導修課，大部分由科任老師隨堂指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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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功課上的問題，學生應在該課節盡量做一些有疑問的功

課，從而可向隨堂老師發問，以減輕家長的負擔。 

• 本校為減輕測考對同學造成的壓力，故學校並無測驗，全學

年會有三次考試，每次考試的比重都相同，皆佔全學年總成

績的三分之一。每次考試之間設有進展性評估，讓學生、家

長及教師了解學生的學習進程。 

• 默書可以促進學生識字和認讀能力，改善學習。故此每次考

試之間會進行中默或英默各兩次。 

                        

     中文黙書-家長小錦囊                   英文黙書-家長小錦囊 

• 請家長細心查閱本校給予學生的手冊，內有家課紀錄、通訊

欄、校曆表、考試時間表及獎懲細則，並請每天為孩子查看

手冊及加以簽署。 

• 開學週將會有許多不同的通告及各項有關資料，請各家長以

體諒及耐心的態度去完成及填寫。 

• 本校精英班設於二年級至六年級信班，一年級並無精英班。

根據上年度全年總成績最高分的三十多名同學，可入讀精英

班(信班)，其他三班則由成績平均分配，故此三班成績相

若。 

• 當香港有颱風或暴雨威脅，請各家長留意電台或電視廣播的

最新消息，毋須致電本校查詢，因為學校亦以教育局的宣佈

指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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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訓輔組 

 新學期開始，訓輔組有以下提示，希望各家長能協助及配合，讓

同學們享受更愉快的校園生活。 

 上課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四 上午 8：15 至 下午 3：10 

    星期五    上午 8：15 至 下午 2：15 ( 一至五年級 ) 

上午 8：15 至 下午 3：10 ( 六年級 ) 

考試時間: 上午 8:15-11:05 

 學校於早上 7:50讓同學進校，因此請勿太早讓 貴子弟回校，以

免學生等候太久 ( 同學在 7:50am 至 8:10am 的時段回校較佳 )。 

 為免破壞附近環境的寧靜，影響居民生活，請勸喻 貴子弟避免

於校門外平台喧嘩及追逐玩耍。 

 請提醒    貴子弟準時回校，因本校會明確執行學生遲到的守則 

( 即早上 8:15 上課鐘聲響起，而學生尚未進入校門，就視作遲到

處理。至於輔導班或拔尖班同學，則須於早上 7:45 前抵校 ﹝如無

故缺席或遲於早上 7:45 抵校者，則視作遲到處理﹞)。 

 家長應鼓勵同學養成吃早餐的習慣，以免影響健康及學習。 

 同學返校後，可於彩虹櫈位置吃早餐。 

 校服: 

夏季：白短襪、黑皮鞋 

冬季：男生穿白短襪、黑皮鞋 

            女生穿白色三個骨襪、黑皮鞋 

           (體育課：純白色運動鞋) 

攝氏 12 度或以下可穿黑、白、藍、灰(任何一款純色大褸)， 

女生可穿運動長褲。 

如須戴頸巾，亦以黑、白、藍、灰(任何一款純色為主)。 

建議多購一套後備校服及體育服，方便更換。 

如非有體育課、課後體育活動或老師安排，同學不應穿運動服 

回校。 

 同學無論在校內或往返學校時，均須保持校服整潔。 

 家長及 貴子弟宜於開學時段，仔細閱讀手冊內各項事宜，以

了解學校各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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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家長每天為    貴子弟檢查及簽閱手冊。 

 勿用塗改液或塗改帶改去任何通知或家課欄。 

 請家長用固定之印鑑或簽署式樣。 

  A 隊為家長隊 

家長必須由青年中心側門進入雨天操場接回    貴子弟，並由大

操場正門離開。請家長以身作則，遵守放學安排。 

家長隊同學不可擅自離開學校，如家長未能依時接回   貴子

弟，校方將安排 貴子弟於校務處門外彩虹櫈等候。 

家長亦不應在平台大門等候及著     貴子弟自行走到平台門口。 

 

B 隊為校車隊 

請家長提示    貴子弟在乘搭校車時須注意的規則，以保安全。 

 

C 隊為自行放學隊( 由兄姊接放學 ) 

各班的科任老師將帶領學生至青年中心旁的地面樓梯口才解

散，請接放學的家長在青年中心旁的地面樓梯口附近空地等候 

貴子弟。 

家長可提示   貴子弟，如未見家人到來，應返回學校求助及致

電家人。 

如須更放學隊，須聯絡及利用學生手冊家長通訊知會班主任。 

 

如遇雨天，學校將改為雨天放學。家長須填寫雨天放學時的安

排。如雨天放學時，原先為自行隊同學可改為由家長接回，家長

必須由青年中心側門進入雨天操場接回    貴子弟。 

  

 家長關注事宜 

  1. 建議同學自備食物袋，可將食物、水樽及個人物品放進

去，以減少遺失情況。 

  2. 家長應協助同學，在自己物品上寫上或貼上姓名及班別

( 包括文具、課本、衣物、餐具、水樽等 )。 

  3. 非文具用品不可帶回校。 

  4. 不可帶口香糖和紙包麵回校作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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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鼓勵同學多吃水果。 

  6. 不建議穿戴任何飾物。 

  7. 可帶手錶回校( 勿選多用途手錶 )。 

  8. 如須帶手提電話( 或可通話及上網的智能手錶 )，須填寫有

關通告及遵守相關守則，請提示   貴子弟切勿於課前或放

學後玩手提電話遊戲。 

  9. 懇請各家長多留意   貴子弟在使用手提電話或在互聯網上

傳遞訊息時，會否出現不當行為( 如使用粗言穢語、侵犯

版權、侵犯私隱、網上欺凌等 )，如有發現應加以糾正，

以免觸犯法例，影響個人前途。 

  10. 如非必要，切勿帶多過 60 元回校。 

  11. 本校設置飲品機及食品機，請家長提示同學正確地使用八

達通卡，避免浪費金錢、誤購東西及替同學付款購買飲品

/食品。 

  12. 為確保校內安全，請家長切勿獨自往課室探望 貴子弟或

面見老師，如有需要，可到校務處請職員協助。 

  13. 請家長提醒及協助學生每天執書包、在手冊上檢查有否寫

齊家課及完成功課，以培養良好的習慣。(學生不常用的

書籍或物品，可放於課室個人書桌的抽屜內，以減輕學生

書包的重量。) 

  14. 為加強同學的責任感及自我管理能力，本校在上午 8:15

後，不鼓勵家長為   貴子弟遞送功課、通告、視藝用品、

樂器或運動服、鞋等物品( 禦寒衣物、藥物、食物除外 )。 

  15. 請家長詳細指導學生如何使用洗手間，讓校園環境更美

好。因部分同學未懂妥當使用洗手間，引致其他同學不

便。 

  16. 於開學日、考試日、體育課、禮堂集會或一些活動日等，

本校會安排同學席地而坐，請家長體諒校方的處理方法

(同學可選擇站立) 。 

  17. 如   貴子弟須於課堂以外的時間，回校參與服務或活動，

本校會於事前以手冊或通告知會家長。 

  18. 本校之獎懲辦法，以鼓勵為主，並希望與家長攜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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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19. 本校引入功過相抵的策略。學生如有犯錯，本校會鼓勵他

們自我反省及積極改過。有關詳情請參閱手冊 P.14-17。 

  20. 教育局已更新有關熱帶氣旋及暴雨的特別安排，請家長詳

閱手冊相關資料。 

  21. 校方的主要訊息，均會上載校網，學校網址為：

www.kmw.edu.hk，請定時瀏覽。同時，家長亦可登入學

校電子通告系統，瀏覽本校訊息。 

  22. 請家長教導同學如在校期間有不適或任何需要，應立刻知

會老師，以便協助。 

  23. 請家長提示  貴子弟注意在公眾地方的行為表現，以免滋

擾他人，影響公眾秩序而引致嚴重後果。 

  24. 訓輔組日後或會以不同方式，與家長分享品德教育的文章

或資訊。 

  25. 本校日後會以不同形式， 如校方網頁或校內刊物、壁報

等，展示或刊登 貴子弟的優秀作品或活動相片，如 貴家

長因版權問題，不欲本校展示或刊登   貴子弟的作品或活

動相片，請以書面方式通知校方。如本校未有收到 貴家長

的通知，本校將會在需要時展示或刊登   貴子弟的作品或

活動相片。 

  26. 校方會嚴格遵守及履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來

收集、貯存及運用學生及其家長/監護人的個人資料。有

關資料會受到嚴密保障，並用於入學及升學安排、學生支

援、各項津貼申請、學業輔導及電子學習戶口註冊等用

途。 

  27. 本校懇請家長多留意校曆表，以及早計劃學生的課餘活

動。家長亦不應在上課日子(如試後活動或任何長假期前)

為外遊而替    貴子弟請假，以免影響

學習進度。如未經校方同意而請事

假，校方則視作曠課論，有關紀錄將

列印於成績表內。 

http://www.kmw.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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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總務組 

全日制學生在校午膳須知 

(一) 午膳簡介： 

1. 負責午膳：黃敬慈老師及總務組 

2. 本年度的午膳供應商：丹尼食品有限公司。 

3. 午膳飯盒定價：$19.50 (每星期提供新鮮水果一個) 。 

 

(二) 午膳方式： 

1. 自備飯盒： 

a) 餐盒、餐墊、餐具及環保袋上必須寫上姓名及班別；切勿用玻璃或易碎的器

皿，更應考慮內膽是否安全；並懇請家長支持環保。 

b) 如家人送飯者，送飯時間為 11:30-11:50 a.m.，並把飯盒放於地下彩虹枱指

定的位置上。 

2. 訂購飯盒：只可月訂，不設散訂。  

   (如學生家中有突發事需散訂幾天除外，但需在手冊或書面通知校方。) 

3.如果學生有身體不適，可於當日早上致電午膳供應商轉訂輕怡餐。 

 

(三) 注意事項： 

1. 為子女的健康着想，五穀類、蔬

菜類和肉類佔飯盒的容量比例是

3:2:1 (即最多是五穀類，其次是蔬

菜，而肉類佔最少)，避免弄煎炸的

食物。 

2. 自備飯盒者，請留意： 

a) 為確保食物衞生及安全，切勿

為子女準備壽司、沙律等。 

b) 請勿攜帶熱湯或流質食物，以

免打翻危及學生安全。 

3. 更不應從食肆買外賣作為子女之

午膳 ，此舉違反了校方與供應商訂

定的午膳合約。 

4. 退餐須知詳見餐單，敬請留意。 

5. 全校師生均可免費獲發餐具及餐

墊 (一份 ) 

a) 餐具：需每天帶回家清洗。 

紙巾 

餐墊  

餐
具
盒 

自備午膳的學生請每天
上學要帶以下物品： 

**備註：請所有家長首
兩星期在家訓練  貴子
弟自行吃飯及餐桌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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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餐墊：午膳後，學生需抹乾淨，放在課室便可，並於每星期最後的上課日或

每月日帶回家清潔。 

6. 自備飯盒者，請每天自備紙巾或手帕、餐具及餐墊回校午膳，然後帶回家清

洗。 

7. 請所有家長首兩星期在家多訓練     貴子弟自行吃飯及餐桌禮儀。  

8. 由於疫情關係，學校會增設「防疫小屏風」供學生小息和午膳在課室吃東西時

使用。 

 

(四) 2020-2021 年度在校免費午膳計劃： 

申請通告只派給小二至小六的學生，如小一學生日後書簿津貼獲發「全額」而欲

申請者，請向小一班主任索取有關回條。「申請者」繳交回條時，必須同時附上

2020/21 學年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文件副本。 

 
五. 活動組 

 活動組的目標和理念 
 • 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培育他們對藝術和體育的興趣及潛能 

• 看重學生均衡的發展，致力提升他們在學科及全面的「其他

學習經歷」的表現 
• 通過全方位的學習機會，學生應可獲取五種基要(德育及公民

教育、智能發展、社會服務、體藝發展、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的學習經歷，促進全人發展 
• 盡量利用課堂內外的學習機會，讓學生開闊眼界 

 課堂以內 

➢ 體育課、藝術(音樂、視藝)課、生命教育課、班主任課及「其
他學習經歷」時段 

課堂以外 

➢ 社會服務、德育及公民教育、有組織的藝術發展及與工作有關

的經驗 

➢ 各個學習領域課堂的延伸活動 

 活動類別及舉隅 
 體育活動 ：籃球訓練、體操班……  

藝術活動 ：美術班、管樂班 …… 

興趣活動 ：LEGO 工程師、校園小記者 …… 
學術活動 ：奧數班、劍橋英語班 …… 

服務活動 ：童軍、紅十字會、圖書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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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上課時間表以內的學習時段 

德育及公民教育、 

社會服務 

德育課、生命教育課、倫宗課、早會、 

周訓及班主任時段 

智能發展 各學習領域的課堂學習、聯課活動 

藝術發展 音樂課、視藝課 

體育發展 體育課 

 

範疇 上課時間表以外的學習時段 

德育及公民教育 交流團、模擬選舉、德育講座 

社會服務 

公益少年團、制服團隊、義工服務、 

服務大使計劃、校內「沿途有你」計劃、 

清潔校園、課後探訪長者 

智能發展 各學習領域的課餘收費或免費活動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模擬面試、生涯規劃活動、飛越未來活動 

藝術發展 午間音樂欣賞會、出席校外音樂會及美術展 

體育發展 校隊訓練及校外比賽 
 

 四種活動模式 

 1. 全校參與的大型活動 

• 全部或大部份學生參與 

• 營造愉快學習的環境 

• 走出教室 

• 增加學生對學校和班的歸屬感 

• 旅行、運動會、遊戲日、聖誕聯歡…… 

 2. DAY F 聯課活動 

• 逢 Day F  2:25 p.m. – 3:05 p.m. 舉行「聯課活動」(星期

五：1:35 p.m. – 2:10 p.m.) 

• 全校老師參與和負責各項聯課活動 

• 活動為期一年 ，以訓練小組和循環小組形式進行 

• 發展學生的多元興趣 

• 活動涵蓋「五種基要的學習經歷」 

• 促進學生身、心、靈的發展 

 



  17 
 

 3. 午間活動 

• 在午膳後(12:40 p.m.至 1:10 p.m.)舉行的活動(逢星期五暫

停) 

• 如朗誦或管樂欣賞、午間舞蹈、棋藝活動、體育訓練活動，

而圖書館及電腦室亦會開放 

• 鼓勵學生午膳後走出班房，舒展身心，與同學交流 

 4. 課後活動(收費/免費) 

• 於星期一至五放學後舉行的活動，時間為星期一至四

3:10p.m.至 4:35 p.m.，星期五 2:10 p.m.至 3:35 p.m. ; 另有

在星期六上午舉行 

• 接受長期、有系統和有計劃的訓練，期望學生培養對該項活

動的知識、技能和態度  

• 學生可以自由參加 

• 包括校隊訓練，朗誦、歌詠、舞蹈及其他收費活動 
 

六. 英文科 

  

英文科統籌主任：黃文傑 (Mr Wong)         

英文外籍(NET)教師：Mr O’Neill 
(小一至小三每星期均有一課節是本科教師與NET協作教學，其餘

課堂由本科教師教授) 

  

 家課： 

BK → 學生用書           WB → 作業 

WS → 工作紙 (Reading 閱讀 / Grammar 文法 / Writing 寫作) 

Pen → 詞彙/篇章書寫練習 

Dict. corr+sign → 簽改默書 

例：①WB p.3 +corr p.2       ②Reading WS 

  

 考試總分計算： 

General English (GE) (70%) + Writing 寫作 (10%) + Listening

聆聽 (10%) + Speaking 說話 (5%) + Dictation 黙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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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的全體教職員會與各位家長攜手，盡
心、盡力培養你們的子女健康、快樂地成
長。如有需要，請致電 2498 8911 與校長、
副校長、社工、各位主任、班主任或科任教
師聯絡。期望你們的子女會早日適應和投入
小學校園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