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生家長會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新生家長會

一、學校簡介—陳錦輝校長

二、家長教師會—陳寶蘭女士、李惠琛女士、潘慧琪女士

三、學生成長(訓輔)組—陳婉兒主任

四、保姆車及午膳—鄧永昌主任

五、課外活動—趙美麗主任

六、家長應用程式—張偉年主任

七、答問時間—陳錦輝校長



答問時間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DBZucDPZqcq6epBa_mf_lxuH9WKci3B4YQwutIZvH5KQX3Q/viewform



學校簡介

陳錦輝校長



新生家長日
2021-08-21

歡迎你





行政團隊

校長︰陳錦輝校長
副校長︰胡倩儀副校長(學與教)

副校長︰許綺珊副校長(管理組織與校風及學生支援)
副校長︰劉思敏副校長(質素保證及教務)

評估及總務主任︰鄧永昌主任
課程發展主任︰關慧明主任
學生成長主任(輔導)︰柯麗麗姑娘



行政團隊

學生成長主任(訓育)︰陳婉兒主任
學生成長主任(活動) ︰趙美麗主任
資訊科技主任︰張偉年主任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譚凱妮主任
宗教主任︰許佩麗主任
中文科科主任︰李潔明主任





學生輔導人員/社工

學生輔導人員
陳寶如姑娘

社工
顏靜宜姑娘 社工

林諾茵姑娘



一年級班主任
• 1A班︰謝穎嘉老師
• 1B班︰賀天璇老師
• 1C班︰劉美琦老師
• 1D班︰劉嘉寶老師
• 1E 班︰許家希老師



辦學宗旨
本基督精神，發展全人教育；
藉宣講福音，培育豐盛生命。



校訓及金句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箴言9:10

教養孩童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22:6



辦學使命
• 本校秉承基督精神，提供優質生命
教育，讓學生於靈、德、智、體、
群、美各方面有均衡的發展，培養
基督化的人格和品德，達致豐盛的
人生。



辦學使命
• 本校致力啟發學生潛能，培養學生
愛己愛人，關懷社群、樂於學習及
勇於承擔的精神，並與家長及社區
緊密合作，建立和諧友愛的學習環
境，讓學生健康愉快地成長。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是…

• 一所基督教學校
• 一所提供優質生命教育的學校
• 一所讓學生於六育均衡發展的學校
• 一所培養基督化的人格和品德的學校
• 一所致力啟發學生潛能的學校
• 一所培養學生愛己、愛人、愛社群、
樂學、承擔的學校

• 一所與家長及社區緊密合作的學校
• 一所和諧健康的學校



教育伙伴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馬鞍山堂
堂主任︰陳建基牧師
宣教師︰吳翠嫻宣教師、王美玲宣教師

！



教育伙伴

家長教師會



這兩年很特別

• 疫情逆情︰身心健康

• 學生的成長︰社交、學習、體藝…
• 家長的空間︰與孩子的互動、支援學生學
習

• 教學與學習︰面授、視像、其他活動/體驗

• 孩子的適應︰課程、學習方法、同儕互動
、時間的運用…



孩子初進學校，小心自己…
• 要調節自己，適應小學生父母的角色

• 勿過高期望，免使孩子受着沉重壓力

• 要善於引導，營造正面積極上學感覺

• 要給予時間，讓孩子摸索新環境人事

• 要擴闊層面，注重孩子們的多元發展

• 要保持聯繫，與學校攜手讓孩子適應

• 善用新常態，規劃時間空間靠新思維



齊心同建生命
並肩共育幼苗



家長教師會

陳寶蘭女士、李惠琛女士、潘慧琪女士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家長教師會



會徽

家長與教師同心協力引導學生向正確目標前航乘風破浪。



宗旨

(一) 促進家長與教師的聯繫與合作。

(二) 關注學生品德，提高學生修養。

(三) 舉辦各種文娛、康樂活動，以增進家長之間的聯繫。

(四) 讓家長有機會關注並協助校內的教育事宜。

(五) 按本校的需要及教育局有關規定，推選家長代表參與
(五) 學校管理工作。



普通會員

• 本校在學的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均可免費成為本會「普通會員」

• 惟本校每個學生家庭只能有一位家長或監護人註冊為「普通會員」

• 「普通會員」有參加活動、動議、表決、選舉及被選權



2020-21年度

第二十一屆執行委員



顧問：許娜娜教授

顧問：吳淑華女士

家長校董代表：

葉立佳女士
(6C丘悅華、5C丘悅晴)

陳明媛女士
(5B蕭雅正、3C蕭雅日)陳錦輝校長



李惠琛女士 Yvonne
(5A張樂誠、2A張樂宜)

陳寶蘭女士 Polly
(5D方曉悠、2B方譽翔)



許綺珊副校長

徐淑慧女士 Sandy
(2A潘卓弘)



黎翠婷老師

陳欽女士 Candy
(5B蔡佳熹、3A蔡昆霖)



趙美麗主任

李麗新女士 Sally
(5B李驍)

林佩儀女士 Denise
(4C蕭卓昀)

(準小一蕭希瑜)



何玉珍副校長

梁嘉麗女士 Carrey
(3B吳天敬)

潘慧騏女士 Stephanie
(2D周珀琛)



陳嘉明老師 吳佩麗女士 Tracy
(2D林子順)

趙寶鳳女士 Pat
(2B黃靖熙)



2020-21年度

活動概覽



關注小組

• 午膳關注小組 - 關注校內午膳供應商食品質素

• 校服關注小組 - 關注校服質量

• 保姆車關注小組 - 關注保姆車服務水平



家教會壁報製作



就職典禮及家長講座



家教會頻道《新年祝福傳衞理》

手工篇 -利是封掛飾

煮食篇 -黃金馬蹄糕 煮食篇 -芝麻湯丸 煮食篇 -蘿蔔糕

手工篇 -節慶摺紙剪
紙

https://media.mosmps.edu.hk/campustv/video.php?videoID=138&authUser=0



《戶外遊蹤 Find & Fun – MOSMPS Checkpoint》
1. 烏溪沙沙灘-渡頭灣村

https://media.mosmps.edu.hk/campustv/video.php?videoID=143&authUser=0



2. 西沙路休憩處
《戶外遊蹤 Find & Fun – MOSMPS Checkpoint》

https://media.mosmps.edu.hk/campustv/video.php?videoID=143&authUser=0



3. 大美督水壩
《戶外遊蹤 Find & Fun – MOSMPS Checkpoint》

https://media.mosmps.edu.hk/campustv/video.php?videoID=143&authUser=0



4. 昂平
《戶外遊蹤 Find & Fun – MOSMPS Checkpoint》

https://media.mosmps.edu.hk/campustv/video.php?videoID=143&authUser=0



5. 海星灣
《戶外遊蹤 Find & Fun – MOSMPS Checkpoint》

https://media.mosmps.edu.hk/campustv/video.php?videoID=143&authUser=0



6. 牛烏水塘
《戶外遊蹤 Find & Fun – MOSMPS Checkpoint》

https://media.mosmps.edu.hk/campustv/video.php?videoID=143&authUser=0



1. MOSMPS Transform遊戲卡

《家中無限FUN鬆–MOSMPS Challenge》

https://media.mosmps.edu.hk/campustv/video.php?videoID=146&authUser=0



2. 尋寶遊戲

1. MOSMPS Transform遊戲
卡

《家中無限FUN鬆–MOSMPS Challenge》

https://media.mosmps.edu.hk/campustv/video.php?videoID=146&authUser=0



《家中無限FUN鬆–MOSMPS Challenge》
3. 汽水罐蹦蹦跳 4. 水樽翻筋斗

https://media.mosmps.edu.hk/campustv/video.php?videoID=146&authUser=0



5. 匙羹青蛙跳 6. 汽水罐不倒翁

《家中無限FUN鬆–MOSMPS Challenge》

https://media.mosmps.edu.hk/campustv/video.php?videoID=146&authUser=0



~ 禮物豐富 ~ 



親子閱讀樂趣多

家長教師會邀請YWCA主辦之親子閱讀樂趣多(視像)活動，活動是由陳慧瀅
(Amanda)老師主講三個繪本故事，另由李學義先生與家長分享引導子女閱讀
的方法。參加活動的家庭共有142個，每個家庭均可獲繪本《牛角包生氣了！》



親子閱讀樂趣多



家長教師會邀請Ycslib 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圖書館主辦之親
子「日本和諧粉彩」視像(Zoom)工作坊活動，活動是由雞肶哥哥負
責教導，透過講解一個繪本「 優良蛋」內的故事，選一幅插畫做
題材，令參加者更投入。參加活動的家庭共有150個，每個家庭均
可獲材料包一份，包括48色和諧粉彩1盒、 素描膠擦、磨粉器、畫
紙等用具。

親子「日本和諧粉彩」



親子「日本和諧粉彩」
預備工作



親子「日本和諧粉彩」
開心分享



親子「日本和諧粉彩」
學生作品



小六謝師活動



小六謝師活動



以往PTA舉辦的活動

都好豐富同刺激



親子大旅行



聯校活動 - STEM斗一番



小六謝師宴



敬師日



親子競技日及家長興趣班



義工茶聚及義工聖誕聯歡



世界閱讀日及漂書



小一午膳



期待你們一同參與

PTA的活動



學生成長(訓輔)組

陳婉兒主任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學生成長(訓輔)組

修養

心靈的超
越

勇敢

仁愛
正義

智慧與
知識

豐
盛

方向感

能
力
感

2021-2024年度三年計劃

愛人愛己

堅毅認識自己

努力求進

突破自我



馬循達人》馬循正向大使

2018-2019
馬循達人(有品、有信、樂學)

6種美德(Peterson & Seligman, 2004)
E課堂(陽光計劃)

2020-2021
班級經營

2019-2020
6A品格教育
(教師及家長)

2021-2022

豐
盛
人
生仁愛、

心靈的
超越

公義、
節制

勇氣、
智慧
與知
識

堅毅

6種美德

認識自我概念，
提升自尊感

2022-2023

6種美德

誠信

認識自我概念，
提升自尊感

2023-2024

尊重

6種美德

認識自我概念，
提升自尊感

幸福元素–PERMA (Seligman, 2011)

正向情緒
Positive Motions

全情投入
Engagement 成就

Accomplishment
人際關係

Relationship
人生意義
Meaning

價
值
觀
教
育

 馬循正向大使(帶動正向校園氛圍)

 營造正向校園(環境佈置、正向活動、班級經營)

 認識自己、定立目標(選三項強項及一個較弱的項目為發展方向)

 E課堂體驗學習(成長性思維，勇於面對失敗)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價值觀教育是全人教育的重要元素，通過各學習領域／學科課程的學與教，以及其他相關的學習經歷，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幫助他們在成長的不同階段，當遇上難題的時候，懂得辨識當中涉及的價值觀，作出客觀分析和合理的判斷，並付諸實踐，方能面對未來生活上種種的挑戰。 學校可培育學生九種首要的價值觀和態度，即：「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誠信」、「關愛」、「守法」和「同理心」，作為推動價值觀教育的方向。



馬循正向大使～動力小子、美德少女

https://youtu.be/Q3m-in8i6FU

配合詩歌:幸福

幫助馬循學生發揮六種美
德及給予推動力。

任務：

理念：
以充滿活力的馬循正向大使動畫，推動學生認識自己，力求上進，豐盛人生。

動力小子及美德少女誕生的過程
出生地：Mosmps
名字：M for Motivation(仔)，Moral(女)
出生日期：1-9-2018

計劃：

因著有基督的生命滿有能力及神賜
他擁有 6 種美德。(有六個不同
character 的動力小子及美德少女)

特質：

*註:動力小子:Motivation(動力)，推動學生積極求進及自我完善。
美德少女:Moral(品行)，推動學生建立良好行為及愛人愛己。

https://youtu.be/Q3m-in8i6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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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計劃冊子













學生成長(訓導)組
(校規及課室常規)     陳婉兒主任

半天上課時間

 7:55a.m.上課(宜於7:40-7:50到校)
*7:50預備鐘

 一般小息：為避免太多同學聚集，各年級
同學可到地下操場小休、去洗手間及進食。

 一年級學期初適應新環境，小息會留課室
或樓層，稍後再安排到地下小息。

 12:45p.m.放學(校車或家長接送)



防疫小貼士

 上學前，學生需先量體溫，確保沒有發燒才可上學。如身體不適，

建議在家休息及看醫生。

 為保障校園各人的健康，全校師生及職工均需要戴口罩。

 學生需每天帶備兩個口罩，以便有需要時更換。

 課室設有消毒搓手液，學生可使用或自備。

 小息時，進食小吃前必需先洗潔雙手，然後坐在座位上，除下口

罩放入口罩套及使用擋板。進食期間不得交談。進食後需立刻戴

回口罩及清潔雙手，然後收回擋板。

 *小一新生適應日(23/8-25/8)未有擋板，所以避免進食。



家長到校
家長必須戴口罩、量體溫及消毒雙手。
家長到校接早退、見家長、當義工或其他事宜，
請先到校務處聯絡及填寫健康狀況申報表。

勿擅到樓層或課室找學生或老師，以免影響上
課。

注意拍照：在校或外出活動，未經許可，請勿
拍攝老師及其他學生。



平日/特別情況放學方式

 A. 家長接放學
 B. 乘坐保姆車(車號:__車站:__)
 C. 自行放學隊(一年級不適用)
 D. 馬鐵放學隊(一年級不適用)
 請勿隨意轉站或轉隊。
 如有特別情況，請預早與班主任聯絡或致電通知校務處。
 如要轉隊，請書面向校方申請，並於手冊P.15內修改及

加簽。



放學安排(家長隊)

 家長需於一號閘 (觀瀾雅軒對面)進入。
 進入校園需要戴口罩，並先量體溫(經過體溫探測

器)及消毒雙手，家長等候期間必需保持一米距離。
 家長可在默想小徑、三枝旗杆樓梯及近一號閘簷

篷下耐心等候。
 家長隊會由老師帶到操場放學，就讀本校的兄姊

會跟弟妹年級一起放學。
 回校上課首幾天會練習放學隊，請依所選的平日

放學方式放學。(填寫通告及手冊)
 注意離校儀容及安全。



家長接放學等候區(晴天及微雨)

默想小徑 旗杆前面球場藍色位置

一號閘帳篷附近



放學方法(家長隊)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為保障學生，請家長
不要超越班指示牌，
只需等待子女上前。

學生於樓層單行排
隊到地下逐一放學

接子女後請由一號或
二號閘盡快離開，避
免聚集。

<一號閘



遵守交通規則 注意安全

提醒工人
或家人



放學方法(校車隊)

學生到地下按車號排隊，
然後由校車保母帶上車。



切勿追逐

保姆車或馬鐵車廂內：遵守使用守則

排隊

讓座

請勿飲食

保持安靜



颱風、豪雨及危急事件須知

 留意教育局公佈及學校網頁。

 放學地點及方法或會有改變，請

留意校方指示 ，並耐心等候。



缺席事宜

 因病缺席-上午七時五十五分前致電通知校務處。
 因事缺席-預先書面申請，代表學校比賽除外(不接受因

旅遊請假)。
 早退-必須由家長到校接早退，家長到校後請到校務處

辦理手續，校方會盡量安排學生於轉堂時間離開課室，
手續大約需時15分鐘。

 遲到-上午7:55上課鐘響後，工友會收手冊登記遲到。



學生守則

學生儀容：
 簡單、樸素
 學生上課不宜佩戴任何

飾物(如：項鍊、手鍊、
耳環、手帶等)

 髮型:女生長髮需束辮;
男生宜簡樸短髮

 頭飾(簡單純黑色/粉紅
色/藍色)





時尚

簡約
舒適









不及膝白色長襪



1.新或舊式校服不能混合穿着。

2.如有需要，可穿短袖polo配長運動褲。

3.校褸為必備服飾，無論新或舊式校服也不能在校褸外加任

何外套。遇寒冷天氣，建議在校褸內穿着羽絨或保暖衣物。

4.新舊校服轉換過渡期為兩年(今年是最後一年)。

5.如有查詢，請聯絡許佩麗主任（購買校服事宜）及陳婉兒

主任（校服穿著守則）。

校服穿著守則



送遞及領取學生物品

 由家長送校之物品校務處將不會代為
送遞。

 學生若遺留物品，如無必要，可於翌
日回校上課時取回。



帶回校物品
所有物品請寫上姓名及班別。

課本、家課、圖書

必需文具

輕便水壼

八達通

手錶



帶回校物品

智能手錶大量現金(小食部暫停)
(鼓勵自備小食及水)

玩具

噴霧水壼



操行評分
勤學

紀律

禮貌

整潔

品學優良獎

操行獎



家校聯絡

 如有任何學習上、行為上或其他的問題，
歡迎主動與老師聯絡，加強家校溝通。

 聯絡方法：致電、家課冊、約見面談。



家校攜手 培育幼苗

家長 學校

孩子

教會



謝謝!



保姆車及午膳

鄧永昌主任



午膳安排

鄧永昌主任



午膳安排

1. 午膳處理分自行帶飯、家長送飯及飯商訂飯。

2. 暫時半天面授課，不設午膳，小食部暫停運作。

3. 已訂購九月份午膳的家長注意，款項暫由供應
商保存，待教育局宣佈開始全日面授課後，用
作訂購午膳。

4. 如家長需要退回已繳交的午膳費用，可聯絡鄧
主任跟進。









學校褓母車安排

鄧永昌主任



乘搭學校褓母車須知(1)

1.學生應帶備乘車名牌。

2.學生須提早5-10分鐘到車站候車。

3.學生須排隊候車。

4.待保姆車停定才可上車，不應爭先恐後。

5.學生須安坐座位上及載上安全帶，不得隨
意走動或飲食，以免發生危險。

6.乘車時不得喧嘩大叫或將頭或手伸出窗外。

7.車未停定，不可離開座位，下車時要守秩
序。



乘搭學校褓母車須知(2)

8. 學生不得隨意更改放學乘車車號及路線，校
方將嚴格執行巡查工作，如發現違規學生，
校方將禁止學生登車，並致電通知家長。

9. 如家長因特殊情況而需要更改放學乘車車號
及路線，必須在三個工作天前書面向校方申
請，待校方以書面批准後方可實行 。(即日
申請，恕不接受)

10.如有身體不適或因事請假，需預先聯絡保
姆車公司。

（聯絡電話：楊樹洪旅運有限公司 6228 6882）



課外活動

趙美麗主任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課外活動簡介
負責人:趙美麗主任
八月二十一日(星期六)



課外活動包括學術、運動、音
樂、體育、視藝、科學探究等，
表現良好者，均可代表學校參加

校際及校外比賽。

中國鼓
東方舞



歌詠隊



普通話話劇



基
督
女
少
年
軍

幼
童
軍

視
藝
小
組

音
樂—

管
弦
樂



正常課外活動注意事宜:
1.上課外活動時需穿校服或
體育服(特別星期六)

2.學校網頁有課外或課後活
動資料(ECA)



以往學校訓練班(由老師選拔全年)

~本校的訓練班及活動所派發的是電子通告

~收費會使用電子錢包

(因為疫情本年度學期一部份的課外
活動會以視像形式作試點，部份暫時
不提供，如:體育類。學期二是否可以
舉行仍待教育局公佈。)

高年級較多點，初小需要適應



以往興趣班由外間機構負責
~分三個學期
~會發報名單張資料給家長
~到校收報名表及收費使用
支票

~今年暫時不提供服務(因疫情原故)
~但九月一日會派發有關開辦的課
後活動資料(請留意選拔時間)



學校網頁



1.學術—智力遊戲、科學探究
2.興趣—小食製作、自製小玩意
3.藝術—歌詠、戲劇、視藝
4.體育—球類、花式跳繩、舞蹈
5.服務—幼童軍、少年軍、團契
(E課堂--多元智能課DAY 4)
(穿體育服)



DAY4多元智能課由本校老師負責

自製樂器

小小實驗家

柔力球 水墨畫



電腦遊戲 種植活動

創意玩法

音樂律動



一至三年級小運會

日期:2021年10月15日(星期五)
地點:本校操場
內容以競技遊戲
為主



多謝大家

課外活動樂趣多
齊齊參與笑呵呵



家長應用程式

張偉年主任



eClass App
家長手機應用程式

簡報者
簡報註解
For In-House Training ONLY: DO NOT DISTRIBUTE



eClass App手機版面

什麼是eClass App
eClass App 是一個手機應用程式，能夠讓學校很容易
和迅速把相關資料傳遞給家長。

1. 即時訊息
2. 學校宣佈
3. 電子通告
4. 校曆表
5. 繳費紀錄

eClass App 功能



即時訊息 (Push Message)包括

1. 學校宣佈提示
2. 新通告提示
3. 已簽署電子通告確認通知
4. 未簽電子通告提示



Android iOS
即時訊息
推播通知
手機效果

即時訊息
手機檢視
(可檢視過
去已閱的
即時訊息)

即時訊息 (Push Message)

紅點代表家長未閱讀此訊息

綠點代表家長已閱讀此訊息



Android iOS

按左上方「目錄」>「學校宣佈」，檢視校
園最新消息。

按下方「學校宣佈」，檢視校園最新消息。

學校宣佈 (School News)
校園最新消息



1. 於「目錄」按「通告」
2. 按「簽署」

3.推至頁面底部 4.填寫選擇 5.輸入密碼

6.按「簽署」

電子通告 (eNotice)



Android iOS

於「目錄」按「校曆表」，檢視校曆表。 按右下方「更多」>「校曆表」，檢視校曆表

校曆表(School Calendar)



於「目錄」按「繳費紀錄」，
檢視繳費紀錄。

檢視戶口結存及待繳款項 檢視戶口結存及交易紀錄

繳費紀錄(電子錢包)



Android iOS
如你要新增賬戶，按左上方的首頁「我的
帳戶」，再按右上方+號新增帳戶。

如你要新增賬戶，按下方「更多」> 「我的
帳戶」，再按右上方+號新增帳戶。

我的帳戶(My Accounts)
新增帳戶



Android iOS
於左上方按「目錄」>「用戶指南」，
瀏覽相關指南。

按下方「更多」> 「用戶指南」，瀏覽相關
指南。

用戶指南(User Guide)



更改密碼(Change Password)

1.於「我的帳戶」，按學校名稱的右面3 點圖案，再按更改密碼
2. 輸入目前的密碼、新密碼，然後再次輸入新密碼，按✓

家長如需更改密碼，可透過eClass App或桌面電腦到eClass平台更改



更改密碼(Change Password)

eClass平台
步驟1：進入eClass後，於右上方按下 進入「我的資料」
步驟2：進入「密碼設定」
步驟3：請按照指示輸入舊密碼一次，然後輸入新密碼一次並再確認新密碼，按「更新」。

請小心保存新密碼

家長如需更改密碼，可透過eClass App或桌面電腦到eClass平台更改



家長注意

增值電子錢包

各家長可透過繳費靈(PPS)或AlipayHK為eClass電子錢包增值：

• 利用AlipayHK增值過帳時間約一個工作天。

• 由於每次增值，PPS公司會收取轉帳者行政費用不多於$3.5，建議家長如使用PPS為

電子錢包增值可先綜合預算子女需繳付的費用，例如把綜合預算簿雜費、課外活動費

等結合存入電子錢包中以減省行政費。PPS增值過帳時間約三個工作天。

簽通告

1. 依時

2. 收費通告﹕請確保電子錢包戶口有足夠餘款付費才進行報名程序，餘款不足時將不能

簽署有關電子通告







謝謝！



答問時間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DBZucDPZqcq6epBa_mf_lxuH9WKci3B4YQwutIZvH5KQX3Q/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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