氹仔坊眾學校
學生規章
(小學部)

生效之學校年度：2022/202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代表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印章)

壹、學生規則
一、常規
1. 校門開放時間 : 上午 8：00~8：20；下午 1：15~1：35；上午上課時間 8：20~12：25；
下午上課時間下列：
星期一至四

參加督課
星期一至四

P1~2

1：45 至 3：30

1：45 至 4：15

P3~6

1：45 至 3：45

1：45 至 4：30

餘暇活動
星期五
1：45~3：30
(放學時間為 3：30)
1：45~3：45
(放學時間為 3：45)

2. 請家長每天簽閱「家課記錄冊」，以了解子女在學校的情況。
3. 如家長欲與老師商談，請事先和老師聯絡，以便作出安排。
4. 家長須為子女選擇好回家的方式，並在家課記錄冊內簽名確認，以告知班主任。若放學
方式如有改變，請以書面或致電通知校方。
5. 為方便於緊急情況下與家長聯絡，家長聯絡資料如有更改，務請盡快通知校方。
6. 學生之身份證明文件如更換，請盡快遞交副本予班主任，以作註冊或存檔之用。
7. 小一學生之家長或接送人需出示接送卡才可接回貴子女。若未能出示者，需於總務室或
向相關人員作登記，方可接回。
8. 陰雨天時，請家長提醒子女攜帶雨具上學。若放學時下雨，沒有帶備雨具之學生，需家
長到學校接回或待停雨後始可離校。
9. 不宜讓子女攜帶過多的零用錢、與學習無關或危險的物品回校，如手提電話、玻璃器皿、
刀具、尖嘴剪刀及玩具等；並每天協助或督促子女執拾書包，以減輕書包重量。
10. 為讓學生學習承擔及維護校園安全，家長送子女回校後，應讓學生自己背書包上樓層課
室，家長亦於大樓梯止步。若家長需找班主任或科任老師，應先到總務室，待通知相關
老師後安排始可會面。
11. 為了讓子女學會珍惜及妥善保管個人的物品，家長宜在外套、文具等個人物品上，標上
姓名，減少遺失的機會。
12. 學生請假須知
(一) 病假：(1) 如子女身體不適，請家長於當天上午 8：00 至 8：20 致電回校為子女請病
假，並於子女復課日時補交醫生證明書（醫生紙）及請假信予班主任作存
檔。若未能出示醫生證明書，均作事假處理。
(2) 如子女感染傳染性疾病，如高熱、手足口、水痘等，須盡快求診，並留在
家中休息；待康復及呈交終止預防性隔離證明書（復課紙）後，才可以回
校上學。
(3) 子女患病時不宜上學，如因發燒(嘔吐或腹瀉)而被送回家，須於至少 24 小
時內沒有使用藥物的情況下，再沒有發燒，方可上學，否則建議在家休息
及求診。

(二) 事假：如子女因事請假，請家長最少提前三天遞交請假信予班主任申請。
(1) 學校批准的事假，包括病假、喪假、公假等，可另行安排補測或補考。
(2) 凡未能呈交家長簽署的請假信或不獲學校批准的事假(如外出旅遊)，均作無
故缺席論；凡無故缺席者不安排補測或補考。
(三) 早退：如因事早退，家長須預早一天交請假信予班主任申請。
(四) 缺席：學生缺席又未能呈交家長簽署的請假信，作無故缺席論。
(五) 若學生退學或休學，請家長以書面通知校方，並提交證明書，辦理有關手續。
(六) 若學生於一學年內缺席(主要是不合理缺勤)達全學年上課日數的三分之一，則作放
棄學位論。
備註：如有歧義，以本校《學生評核規章》作準。
13. 有關暴雨、熱帶氣旋及特殊天氣情況下的措施
情況

暴
雨

發出時間

小學教育

06：30–09：00

全日停課

11：30–14：00

下午停課

上課時段發出

繼續留在學校，直至家長來校接回或
在安全的情況下才可離校

06：30–09：00

全日停課

11：30–14：00

下午停課

上課時段發出

繼續留在學校，直至家長來校接回或
在安全的情況下才可離校

06：30 或以後

全日停課

紅色或黑色
暴雨警告信號
(50 毫米或 80 毫米)

熱
帶
氣
旋

00：00–06：30
06：30 仍然懸掛

特
殊
天
氣

在 17:30
預計翌日將出現
最高氣溫 38℃或以上 或
最低氣溫 3℃或以下

備註：停課當天已安排的測驗或考試，將順延進行。
家長可透過以下途徑接收相關停課訊
息：

全日停課

全日停課

14. 學生儀容服飾要求
(一) 請家長經常留意子女的個人衛生，並經常修剪頭髮及指甲，每天穿着整潔的校服
上學。
(二) 男生的恤衫須套於褲內；女生的裙子長度須以蓋過膝蓋為準。
(三) 頭髮不遮蓋眼睛、不染燙、不剪奇裝，並經常保持清潔。
(四) 男生須短髮，髮鬢不蓋耳。
(五) 女生頭髮長及肩須束縛並夾好，髮飾要以黑色為主(沒有任何飾物)。
(六) 學生不宜佩戴飾物，包括手鍊、項鍊或耳環等，以免遺失。
(七) 校服要求：
男生

女生

˙二級領白色短袖恤衫
(須內穿純白色背心內衣)

˙白色校裙配藍色布腰帶及藍色領帶
(須內穿純白色背心內衣及白色短褲)

夏 ˙深藍色短褲
季
˙純白短襪 (高於腳眼)

˙純白短襪 (高於腳眼)
˙黑色皮鞋

˙黑色皮鞋
˙二級領白色長袖恤衫；配印有校徽領呔 ˙二級領白色長袖恤衫，深藍色背心裙
(須內穿純白色內衣)
配同色腰帶；配印有校徽領呔
(須內穿純白色內衣)
˙深藍色長褲
˙純白長襪/短襪

冬 ˙純白短襪 (高於腳眼)
季
˙黑色皮鞋

˙黑色皮鞋

★小一至小三學生不用配帶領呔

★小一至小三學生不用配帶領呔

深藍色 綉有 FCT 字樣的 V 領冷背心 / V 領長袖冷衫 / 厚棉質外褸
(夏季) 純白色背心
藍白色短袖運動衣
深藍色運動短褲
運
藍白色長袖運動衣
深藍色運動長褲
動 (冬季) 純白色內衣
藍白色開胸拉鏈外套
服
穿着運動服時，學生必須穿着純白色運動鞋及純白色短襪(高於腳眼)
備註：
氣
溫

12℃或以下

男女生均可穿運動服

10℃或以下

可穿純黑色 / 純深藍色的羽 絨 外 套

二、學生守則
1.
2.
3.
4.
5.
6.
7.
8.
9.
10.

愛祖國，愛澳門，愛學校，愛家庭。
遵守社會公共秩序及法紀，做個良好公民。
愛護公物，注重公德，蓄意破壞公物須承擔責任及賠償。
尊敬師長，友愛同學，以愛心、禮貌待人，不說粗話，不以暴力解決問題。
誠實守信，言行端莊，有責任心。
依時上學，不遲到，不缺席，養成守時的良好習慣。
不擅自拿取別人的東西，不偷竊，不看不良資訊。
努力學習，認真完成作業，並準時呈交。
鍛煉身體，積極參加學校倡導的課外活動。
注重個人及環境衛生。

11. 遵守學校常規：
紀律方面——
(1) 課前必須準備好上課應用書籍及文具，全部放於桌面左上角。
(2) 上課鐘響時，立即停止一切活動，安靜、迅速入課室，靜坐等候老師入室上課。
(3) 上課時，精神要集中，不談話，不玩弄東西，未經老師准許，不可搬移桌椅，不能隨
便離開座位。
(4) 要發言，先舉手，老師提名後，才起立發言。
(5) 課室內嚴禁喧嘩、追逐嬉戲；不塗寫黑板，不擅自移動或取用課室內物品，亦不應隨
便進入別班課室。
(6) 一切課餘活動必須排隊輪先後；要聽從老師及風紀生的勸告，不肆意奔走追逐，顧及
他人安全。
(7) 安坐下才可飲食，並不得在課室內進食。
(8) 集隊時要做到快、靜、齊。
(9) 放學時，必須遵循填報的放學方法，不得隨便轉換放學方式；如有特別情況，須事前
通知學校。
(10)不攜帶貴重、危險及與學習無關之物品回校，包括手提電話、玻璃器皿、刀具及玩
具等；書包不掛飾物或匙扣，以免加重書包重量。
(11)放學後，不應在街上流連或到同學家中留宿，免生意外。
學習方面——
(1)
(2)
(3)
(4)
(5)

簿冊及桌面要保持清潔，不可塗污。
欠交或遲交家課，應主動向科代表或老師報告，按老師規定補交。
書寫家課必須字體端正及注意整潔。
要獨立完成家課，並認真改正；改正後，交給老師檢查。
每天按上課時間表執拾書包，培養自我照顧能力，亦能減輕書包重量。

禮貌方面——
(1) 遇見師長和同學要招呼問好。
(2) 得到別人的幫助要道謝；妨礙或損害別人要道歉。
(3) 對同學要友愛互助，多幫助幼小同學。

(4) 老師和家長商談事情時，不騷擾，不打斷別人話題。
健康方面——
(1) 早睡早起，作息定時。
(2) 睡前、早起要漱口；飯前、飯後要洗手。
(3) 保持衣著整潔，頭髮、指甲需常剪。
(4) 如廁後必須沖廁及洗手。
(5) 出現傳染性疾病時，須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
愛護公物方面——
(1) 校內的物品、樹木和公共場所的東西，都應愛護。
(2) 不可隨意開關課室及洗手間的門窗、電器或其他物品。
三、操行評定
1.

學生操行以英文字母 A，B，C，D 四等顯示，各等級內再分三級（如：B+，B，B-）; D
等為不及格，應予退學。

2.

操行評定以學生的誠實、守紀、禮貌、儀表、學習態度、熱心服務及積極參與比賽或
獲獎等為指標，並於教務會議經全體教師通過而給予。

貳、奬懲
一、獎勵項目：
1. 在校內或校外有優良的表現(如熱心服務、發揚校譽、積極參與校內、外活動等)，學校
給予記大功，或小功，或優點的奬勵。
2. 服務獎：一學期來積極參加學校服務工作者。(如：風紀生)
3. 勤學獎：各科成績及格，而全學期無請假、遲到或缺席記錄，並無記缺點或記過違規記
錄者。
4. 一等學行奬：學年平均成績達 85 分或以上，學年各科成績達 75 分或以上，操行 A- 或
以上，並無記缺點或記過違規記錄者。
5. 二等學行奬：學年平均成績達 80 分或以上，學年各科成績達 70 分或以上，操行 B+ 或
以上，並無記缺點或記過違規記錄者。
二、 若學生違反學生守則，學校會給予紀律處分。如下列情況：
1) 欠家課六次
2) 欠帶上課所需書簿用具六次
(欠帶家課記錄冊，作欠帶課本論)
3) 不符合學校服裝儀容要求六次
4) 遲到六次
5) 無故缺席三次(遲到超過十五分鐘，作缺席論)

缺點一個
(以每學期計算)

6) 擾亂課堂秩序
7) 未經老師批准於上課時飲食
8) 塗改手冊、測驗卷或考試卷，意圖隱瞞事實
9) 假冒家長簽名
10) 說或寫粗言穢語，做不雅手勢
11) 向同學借取金錢或買賣物品
12) 拾遺不報或冒領失物；擅自拿取他人物品
13) 破壞公物

缺點一個
(學校視情況增加處分)

14) 對同學不友善或欺凌同學

缺點兩個
(學校視情況增加處分)

15) 測驗作弊

小過一個
(該科測驗作零分計算)

16) 考試作弊

大過一個
(該科測驗作零分計算)

17) 將他人財物據為己有或校外偷竊
18) 逃學或曠課

大過一個
(學校視情況增加處分)

備註：
1. 其他違反校內或校外規則或不適當行為，學校會按情況的嚴重程度或次數，於校部會議
商討後給予警告、記缺點、記小過、記大過等處分。
2. 若整個小學階段累積滿 27 個缺點，將飭令退學。
1 個小過=3 個缺點；1 個大過=9 個缺點
1 個小功=3 個優點；1 個大功=9 個優點

3. 若畢業生累積滿 27 個缺點，則不能原校升讀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