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嘉諾撒聖心中學    
致 小六全體家長 【此乃電子通告，蓋有校印之回條已同步派發給學生，敬請   貴家長於 11 月 28 日或之前簽署並交回班主任老師】 

日期：2017 年 11 月 23 日(四) 

 

一. 2017 年 12 月 2 日家長日及派發第一段測驗成績單 

    1. 派發第一段測驗成績單安排 

日期： 2017 年 12 月 2 日(星期六) 

目的： a. 讓家長了解學生在校之行為表現及學習態度。 

b. 讓校方了解學生在家的生活及學習習慣，以便雙方合作發掘其潛質，因材施教。 

程序安排： a. 是日學生不用上課，但須回校參與校方安排之各項活動。 

b. 出席之家長憑「家長日預約通知書」會見班主任。 

c. 屆時每位家長均有一個時段單獨與  貴子弟之班主任及副班主任會談，但  貴子弟無須參

與會談。 

d. 家長將接獲  貴子弟之本年度第一段測驗成績單。 

e. 如有需要，家長可預約其他科任老師會談。 

注意事項： 

            

a. 請  貴家長重視此次與老師之會面，在百忙中抽空親自到來。是次家長會談不接受「代

表」，若家長是日未能親臨與老師會面，校方會暫時保留該生之測驗成績單，直至家長有

空前來為止。 

b. 請家長坦誠及有禮地與教師交談，因為教師是  貴子弟成長過程中的關鍵人物。 

c. 為免家長久候，會面時間先由班主任編定，委實不能在指定時間到校者再作個別安排。 

d. 家長與老師面談期間，禁止錄音、錄影、拍照，以免學生個人資料外洩。 

e. 請填妥所附之回條並於 11 月 28 日或之前交回班主任。 
 

    2. 是日各項活動 

項目 內容 

家長講座 

講座對象：高小及初中之家長 

講座主題：恩威並施我有法 

主辦單位：聖公會氹仔青少年及家庭綜合服務中心 

講座目的：恩威並施是管教孩子的理想手法，家長面對孩子時容易受自己成長的價值觀以及

過去原生家庭的管教方式影響，因此，透過導師的講解，讓家長學會如何拿捏管

教孩子的方法，使父母與子女的關係及管教目標取得雙贏。 

講座時間：14:00~15:30 

講座地點：本校多項用途室 

參加辦法：填妥所附之回條並於 11 月 28 日前交回班主任。 

德育嘉年華—— 

合作禮讓 

 

攤位遊戲 傳球達意 合二為一 眼明手快 合力前行 

活動時間 9:00~17:00 

活動地點 禮堂 

  
 

攤位遊戲 

活動時間：8:30—17:00 

活動地點：本校下操場及陰操場 

負責單位：本校中學學會及班會等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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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筷子基衛生中心到校為學生接種預防疫苗 

    甲. 筷子基衛生中心將於 2017 年 12 月 12 日(星期二)到校為小六學生接種預防疫苗，接種疫苗時

學生須向衛生中心工作人員出示個人接種手冊(針簿)正本，有關人員記錄後，會即時將針簿發

還給學生保管。 

       若接種當天無法出示針簿正本者，須自行到衛生中心接種相關疫苗。 

 
 
乙. 注意事項： 

A. 接種前--學生如有下列情況，不宜接種： 

1. 發高燒者。 

2. 患有需要特殊治療的疾病。 

3. 患有嚴重急性症狀及免疾力不全或受損者(如免疫缺乏症、白血病、淋巴瘤及血液惡病質者)。 

4. 接種疫苗，曾有過敏反應者。 

5. 接種前三個月內有使用免疫抑制劑、或正規使用類固醇者。 

6. 接種前三個月內有注射免疫球蛋白或輸血者。 

7. 經醫生診斷不適於預防疫苗接種者。 

 

B. 子宮頸癌疫苗（HPV）：常見副作用與一般疫苗無異，主要為注射位置紅腫、疼痛、低熱，情況輕微

且短暫，通常只會維持 1～2 天。(有關接種資料可參閱宣傳單張) 

 

C. 接種後— 

1. 預防接種後，請多喝開水、多休息；如有發燒，一般只要給退熱藥即可，但有特殊反應時，請盡早

診治處理。 

2. 注射部位如有紅腫、硬塊出現，初期應以冰敷，24 小時後改熱敷。 

  

三. 小學聖誕慶祝會 

活動日期：2017 年 12 月 18 日(星期一) 

活動時間：上午 8:20-12:00，下午放假 

備    註：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指定便服及自備食物及餐具(如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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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名稱 

破傷風、減量白喉混合疫苗 

(個別學生會因應年齢或個人疫苗接種記錄而同時需要接種滅活脊髓灰質炎疫

苗、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 

子宮頸癌疫苗第一劑(詳情可參閱有關的宣傳單張) 

此疫苗 10 至 14 歲女性居民需接種兩劑(第 0,6 個月) 

接種班別

時間 

小六甲 小六乙 小六丙 小六丁 

9:05 09:25 09:45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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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收取 2017-2018 年度下學期代收代購費用  

 (1) 以下費用由學校代收代付 

 
 (2) 自願選擇項目 

2017-2018 

下學期 

督課 

(全科制) 

家長可自由選擇是否讓學生參加；但在學額不夠分配時，校方保留篩選權。詳情如下：

a)督課日期：由 2018 年 1 月 29 日(一)開始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督課班 A 督課 督課 
週訓 

(不設督課) 
督課 督課 

督課班 B 督課 
本校 

餘暇活動 
週訓 

(不設督課) 
本校 

餘暇活動 
督課 

 
b)時間：16:12~17:12 
c)收費：督課班 A﹕每學期澳門幣 1,440 元 
        督課班 B﹕每學期澳門幣 720 元 
d)備註：1.費用將於 2018 年 1 月 9 日以銀行自動轉賬形式繳交；此項服務全期收費，

手續一經辦妥，中途退出者不設退款。 
       2.督課班 B若人數達 20-22 人才會開班，若不成班，所收費用將全數退還。 
       3.為保障其他班級能安靜上課，不參加督課班之同學必須盡快離校，請家長

盡量安排準時接貴子弟放學，否則貴子弟將被安排於指定地點等待，不得

四處走動，免生意外。 
 

~本通告完，共三頁~ 

 

項目 收費 

校簿 

根據  台端於 2017 年 11 月初在 eclass 之預訂 按預訂之數量 

中文節節練 (下學期)；共兩冊，@$4 × 2 $8.00

$32.00

英文節節練 (下學期)；共兩冊，@$4 × 2 $8.00

數學節節練 (下學期)；共兩冊，@$4 × 2 $8.00

常識節節練 (下學期)；共兩冊，@$4 × 2 $8.00

校本教材 

語文課本 下學期(一) (二)；共兩冊，@$11 x 2 $22.00 

$152.00

語文習作簿 下學期(一) (二)；共兩冊，$6.5+$7.5 $14.00

數學習作(第三冊)A,B；共兩冊，$22 x 2 $44.00

數學習作(第四冊)A,B；共兩冊，$20.5 x 2 $41.00

常識科作業(第三冊)(第四冊)；共兩冊，@$15.5 × 2 $3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