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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加入浸幼大家庭
Welcome to HKBUK Family



一般事項
General information



上學時間及安排
School Hours

�每星期上課五天 (星期六毋須上課)

�上午班�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下午班�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



上學安排
Coming to School: Drop-off Arrangements

�家長自行接送 (請家長把子女送到課室門外)

�私家車 (請家長把子女送到課室門外)

�乘坐保母車

(上學：經老師點名後由保母協助送至校園)

(放學：經老師點名後由保母及老師送上車)



� 接送時間如下：

家長送交幼兒上學時間 家長接幼兒放學時間

上午班上午班上午班上午班 8:45a.m. – 9:00a.m. 12:00 a.m. – 12:10a.m.

下午班下午班下午班下午班 1:15p.m. -1:30p.m. 4:30 p.m. – 4:40 p.m.

接送安排
Student Pick Up/Drop off Arrangement

園方鼓勵家長親自接送幼兒到幼稚園，然而為了培養幼兒的自理能力及獨立處事的能力，請家長於9:00 /
1:30前把幼兒送進課室，家長留在門外觀察便可；如幼兒在9:00/1:30後才到達校園，則由教職員帶幼兒到所屬
課室。



日常上課衣著
Daily Dress Code

� 運動服為主
� 輕便舒適、棉質衣物
� 魔術貼運動鞋
� 長毛巾墊背
� 簡潔髮式
� 切勿佩戴飾物

幼兒每天必需穿著舒適、輕便和可進行體能活動的衣服
鞋襪上學，如女孩子在生日會或特別慶祝會上穿著裙子
，請穿著打底褲。另外，基於安全理由，幼兒不可穿著
暴走鞋上學，同時勿讓幼兒穿著閃燈鞋回校，以免幼兒
上課時分心，魔術貼的運動鞋最為合適。



幼兒每天均有體能
活動，敬希穿著合
適運動服，注意安
全指引

服飾



外出參觀衣著
Dress Code for Field Trip

夏天
白色短袖衣服

縫有校徽

冬天
藍色長袖衣服



上學用品
Items to Bring to School

�書包

�茶點袋

�手冊

�幼兒體溫記錄簿

�通告袋

�替換衣服

�口罩兩至三個備用

�輕便環保袋

每天均需攜帶回校



姓名名牌
(中文姓名、英文姓名及班別)

請為幼兒調較合適長度的書包帶

為培養幼兒的責任感和自理能力，園方鼓勵幼兒每天自行
背著書包步入校園，進入課室後，讓幼兒按著老師的指引
擺放物品。

請勿在書包上掛上任何飾物，以免吊飾在擺動時，傷及其
他幼兒。另一方面，這也阻礙了幼兒鍛練小肌肉的機會。
如發現有任何飾物掛在書包上，老師會主動為幼兒除下來
並放在通告袋裡，請家長協助收回。



自備茶點一份
�健康食物
如:水果/提子乾/三文
治/餅乾等

�避免加工、高糖、高
鹽等零食

�有蓋水杯(校內提供
清水)

�毛巾盒(內有乾毛巾)
�索繩袋

如沒有帶茶點，校方只
會提供梳打餅

茶點



�留意款式
�所有物品都需貼上姓
名貼紙，以示識別。



學生手冊

� 全年用
� 用包書膠包好手冊
� 校曆表
� 每天檢查通訊欄

請家長教導幼兒把貼紙貼在適當的地方，不
可以把貼紙貼在書包的姓名位置、校車牌、
手冊和書簿上，如有發現，請家長為幼兒妥
善處理。



請盡快填寫，並簽署確認

� 學籍表
� 健康記錄



家長須知

請細心閱讀，並簽署確認



家長教師會



每天檢查通訊欄
並簽署回應



用三年

通告袋



放在書包前面
的細袋

耳探
攝氏38度
華氏100.4度

口探
攝氏37.5度
華氏99.5度

請妥善包好

必須回校前量體溫及記錄

體溫簿



每天放在書包內，並因應天氣季節更換

所有衣物都需寫上姓
名，以示識別。

墊背毛巾後備衣物



• 放在學校
• 每天打卡學生證



接送者每天必須出示接送證才可接回幼兒
*包括保母車

如未能出示者，
需以身份證登記

接送證



私家車適用

車輛入校准許證

補領手續及購買

如遺失或需額外購買各項物品，可於辦公時間到本
園辦事處查詢補購安排。



1. 當值老師準時8:45/1:15到地下大堂接幼兒下車

早上/中午回園

保母車接送安排



2.請幼兒排隊，由老師點名及為幼兒簽體溫簿



3.如幼兒沒有量體溫，請老師幫他/她量體溫及記錄



4.其他幼兒排隊等候，左邊三樓幼
兒隊伍，右邊四樓幼兒隊伍，老師
按當時情況決定安排幼兒進入升降
機的先後次序

5.請自行接送的家長在家長隊伍位
置排隊

三
樓
幼
兒

家
長
隊
伍

四
樓
幼
兒



三樓情況

4.請家長按幼兒所屬樓層進出，三樓家長及幼兒可直接進入課室



四樓情況
5.四樓
家長接送:家長和幼兒一起在家長接送隊伍排隊，跟當值老師打招呼後才進入課室
保母車幼兒:幼兒按班別排隊，跟當值老師打招呼後才進入課室



乘搭保母車注意事項乘搭保母車注意事項乘搭保母車注意事項乘搭保母車注意事項:
a) 如新加入或退出乘坐保母車，必須要以書面通知保母車營運商及校方；關於接送時
間、路線安排、請直接與保母車公司聯絡，其他問題則可向本園查詢；

b) 在上學時段，若各家長未能按時送學童到指定候車點，保母車營運商有權不等候並
離開，家長需自行安排送子女回校；

c) 若學童在回家途中，各家長未能按時接回及未能聯絡家長，保母車營運商會將該名
學童送回學校辦事處，並由園方通知家長自行接回，保母車營運商不會按家長指示
，將學童放下候車點便離開；

d) 如更改接送者，而該接送者沒有學童接送證，必須由父/母先通知保母及校方以作
記錄；

e) 如當天放學不乘坐保母車，請家長必須於早上11:15/下午3:45前通知保母及幼稚園
辦事處；

f) 學童要自行背書包上車，保母會協助幼稚園學童把書包掛在椅背上，直至車停定後
才可協助幼稚園學童背上；

g) 保母車如設有安全帶，保母會協助及教導學童配戴；
h) 如於學期期間有增加、減少或更改保母車路線，營運商必須通知校方，以作存檔。
如家長因營運商更改路線後不再乘搭保母車，請以一個月通知營運商；



請請請請家長協助教育學童以下事項家長協助教育學童以下事項家長協助教育學童以下事項家長協助教育學童以下事項:

a) 不可把玩緊急出口車門

b) 乘車途中切勿與司機談話或大聲呼叫

c) 切勿把頭、手或身體任何部分伸出座位以外；

d) 車輛行駛時，切勿離開座位；

e) 車未停定，切勿上車或落車；

f) 乘車時切勿飲食或玩耍(不建議互送零食及禮物)；

g) 不可大聲喧嘩/說話；

h) 必須聽從司機和保母的指示；

i) 必須在攜帶的物品上貼名字，以免遺失。



請假事宜
Taking Leave from School

�病、事假、因事早退
� 致電通知園方時間:

上午班：8時45分前 下午班：1時15分前

� 便條

� 學生手冊內

� 幼兒凡連續七個上課天無故缺課或缺課情況可疑
，學校須向教育局「學校發展組」通報。

� 校方不鼓勵小朋友因上興趣班而早退，如有需要
參加訓練課程，亦需書面申請。早退時段只可於
11:45/4:15或之前，以免阻礙正常放學程序。



生病處理
Treatment of Sickness

� 量體溫(耳探：攝氏38度/華氏100.4度)及簡單的
檢查

� 出現發熱，園方會安排幼兒到辦事處休息及隔離
，家長留意在幼兒退燒後兩天退燒後兩天退燒後兩天退燒後兩天才可回園上學

� 通知家長接學生回家

� 留意傳染病指引

� 學生凡患有/疑患上傳染病，必需通知園方



嘔吐/腹瀉
Vomiting/Diarrhea 

�園方會通知家長接學生回家

�校工為幼兒更換下來的衣物，將會用膠袋袋好

�請家長回家後以1：49的漂白水替幼兒清洗衣物

�就安全問題，不許學生帶任何藥物回園，亦不
會餵藥給患病的學生，建議在家休息。

請幼兒
自備口罩



留意教育
局宣佈



家校溝通
Parents and School Communication

� 放學後致電老師

� 便條、學生手冊

� 電郵

� 學校網頁

� SMS

園方暫未設立Whatsapp群組，敬請留意!



K1新生適應週時間表

班別/時間
星期二

28/8/2018
星期三

29/8/2018
星期四

30/8/2018

上午班上午班上午班上午班 9:00-11:00 9:00-11:00 9:00-11:00

下午班下午班下午班下午班 1:30-3:30 1:30-3:30 1:30-3:30

茶點安排茶點安排茶點安排茶點安排 校方供應茶點 幼兒自行攜帶

備註

1. 適應週為期三天，每天上課兩小時。
2. 一位家長陪同幼兒上課。
3. 家長自行接送。
4. 幼稚園於早上8:45及下午1:15開門迎接幼兒回園

9月3日
正式上課



www.hkbuk.edu.hk





家長教師會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https://sites.google.com/view/hkbukpta



家長義工活動
Parent Volunteers

�協助老師推行戶外/參觀活動，以配合課程需要

�協助製作教材、整理圖書、攝影、文字輸入等
等

�開學後派發報名表，歡迎參與義工工作



家長觀課
Parent Observation
�上、下學期各有一次

�一位家長參與到園觀課

�讓家長更瞭解幼兒的上課情況

�家長不可私下調動老師所安排的時間，以免
影響編排程序。



幼兒檔案
Student Portfolios
�上、下學期各有一份

包括:每個主題的主題學習記錄表

軼事記錄、作品分析、語文學習記錄表

、發展總結、家長心聲

�在家長面談日家長面談日家長面談日家長面談日派發給家長

�請家長安全保管，若遺失，校方不會發回正本

�家長不可私下調動老師所安排的時間，以免影響
編排程序。



其他
� 家長的角色:與學校合作，使子女在教育上得益

� 如在家長觀課期間遇上火警演習/發生火警，家長必須跟隨幼兒所屬
班別的老師指示逃生。如是家長義工在三樓大堂工作，則跟隨文員
離開。在任何情況下，請勿拍照，注意安全。

� 請勿放現金在通告袋內，如要補購任何物品，請親自到本園辦理。

� 園方有責任保障幼兒的私隱，家長請勿於校園進行拍攝或錄影，如
家長在觀課時段拍攝或錄影，老師會立即終止觀課活動。

� 為保廉潔的操守及家校之間良好的專業關係，家長請勿作任何形式
之饋贈及款待。



各項表格各項表格各項表格各項表格

8月28日
交回校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資助資助資助資助處處處處—「「「「學生資助計劃學生資助計劃學生資助計劃學生資助計劃」」」」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preprimary/kcfr/overview.htm



提問時間
Q & A 8月28日

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