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生注意 

事務 



午膳安排 



學生在學校午膳 

日期：9 12日    星期一開始 

           ( 日制 課 ) 

午膳時間：中午12時40  

                   午1時25  

 

關午膳安排 



午膳形式 

1.學生自備午膳 

2.家長 飯餐到校  

3.家長向午膳供應商訂餐 

 



家長 飯到校須知 

請家長於中午12時 12時30 期間 

，把 學生姓 及班別的飯袋  

到學校正門預設各班的午膳膠箱中 

為安 起見，請家長使用塑膠或 

不銹鋼 膽飯壺盛載飯餐， 勿使 

用玻璃 膽飯壼  



塑膠或不銹鋼 膽之飯壺 

家長 飯到校須知 



1.請勿準備熱湯 粥 湯麵等，以 

   免倒翻時燙傷學生  

2.請準備 營養及健康的食物，請  

  勿 買快餐食物或 外賣到校  

3.學生帶備水壺， 於學校添水  

家長 飯到校須知 



向午膳供應商訂餐 

午膳供應商:帆船美膳製作 限 司 

飯盒貴用:18 5角(逢星期四派  

水果) 

 

 



每 中旬派 的餐單 

家長繳 填寫選餐及其他所需
資料後，依餐單所示日期前，把
餐單右半部交回班主任(逾期繳
交餐單恕不處理)  

保留餐單 面(填 選餐資料)參
考 

 

向午膳供應商訂餐 



  

1.現金繳 ： 

   家長須帶 印 條碼之餐單，前往 

   7-11 Circle K  Vango便利店，或 

   華潤萬家超級巿場以現金繳 ，取 

   回收據並寫 學生姓 及班別後， 

   釘於餐單交回(不徵收手續 ）  

向午膳供應商訂餐 



2. 繳 靈 繳 ： 

     透過電 或網 繳 靈 轉賬 

     予供應商(須於餐單填寫付款編 

      號及日期)  

  
向午膳供應商訂餐 



九 份不訂餐的學生，十 份將
不會收到餐單  

如學期中想訂餐， 向班主任索
取後備餐單  

向午膳供應商訂餐 



向午膳供應商訂餐 

若學生請假或個別代表學校出  

，家長須於當天 午10時前自行 

電膳食供應商取消 天訂餐(電 

留言錄音)，午膳 會於稍後  

回 ( 膳食供應商電 已印在餐單 

) 



提供 在校免 午膳 津  

凡在學生資助計劃 ，獲得
2016/17 學 額書簿津 的小學
生均符合資格申請  

   (申請綜援家庭不符合申請資格) 

本津 只適用於在校訂餐，自備
午膳的 學將不獲提供 關津

 



申請辦法 

  1. 學生於午膳回條 選填 欲申請 在 

        校免 午膳  

  2. 本校跟據學生資助辦事處的資料確認 

        學生是否已獲批 額學生書簿津  

   3. 本校個別通知獲批 在校免 午膳  

         的學生  

    4. 已繳付的餐 將由午膳服務供應商以轉賬 

        形式 回家長(約於2016 11 12  

        期間進行)  

 



溫馨提示 

9 1日派午膳通告和餐單 

9 5日前將餐單及通告回條
交回班主任 

(逾期繳交餐單，恕不處理) 

 

 

 

統籌：陳美川主任 



關午膳安排 

統籌：陳美川主任 

 林嘉敏老師 

情請查閱 

   午膳安排及 在校免 午 

       膳 計劃事宜 通告 



智能卡 



學生智能卡 

1.考勤(出席) 

   2.圖書館借書 

   3.繳  

(智能卡 用 ) 



智能卡約於10 11 派  

學生已收到 牌繩套(不要遺失)，當收到
智能卡後用以 置智能卡 

 學回校必須携帶智能卡，於東門拍卡(

包括星期 )紀錄出席 

 

學生智能卡 



  本校以 智能卡電子繳 系統 繳交學校
用，如牙保 保險 用及活動 等(不

包括午膳飯盒 買課本及補 ) 所
繳 會經家長簽署回條確認後，本校才會
在學生預繳的 用中扣除，家長 透過
e-class網 查閱繳 紀錄及結餘  

學生智能卡 



學生智能卡 

統籌：李慧思老師 

情請查閱 關 

智能卡電子繳 系統 通告 



內聯網 

eclass 



學校網頁 

http://www.skhkt.edu.hk/ 

學校 聯網(eclass) 

網址: 

http://eclass.skhkt.edu.hk 
或 

http://www.skhkt.edu.hk/






學校 聯網(eclass) 

1.學生 入 稱及密  

  碼會派予學生，張 

  於手冊第2頁 

2.家長 入 稱及 

   密碼於10 家長 

   會時派  



查閱所 通告 

一 級 課表 

各科學習資源 

家長 查閱學生出席資料(到校
時間)及智能卡繳 紀錄 

           

學校 聯網(eclass) 



統籌：陳美川主任 

 

學校 聯網(eclass) 



保姆車 



學童乘搭保姆車 



學童乘搭保姆車 

學校不設校車服務 

 提供現行接載本校學生的保姆車
行車路線及聯絡資料 

欲乘搭保姆車，請自行與營運商聯
絡 

學校 規管及關注學生乘搭保姆車
，以策安  



  

統籌：貝雪菁老師 

            李慧思老師 



學童乘搭保姆車 

車
號 

車牌及 

座數 

司機 聯絡電話 行駛路線 

(往返學校與下列地區) 

備註 

1 KX2721 

(28座)  

  

謝叔叔 

  

90487731 

81068729 

92391280 

  

樂富天馬苑黄大仙上邨 

鵬程苑翠竹花園 

竹園北邨(入村)竹園南邨 

  

3 RE6741 

(12座) 

萬叔叔 98122196/ 

23523722 

彩虹邨富山邨慈雲山鳳
德邨鳳凰新村 

竹園南、北邨樂富 

樂華邨牛頭角彩盈邨 

翠竹花園天馬苑聯合道
東頭村道 

  

統籌：貝雪菁老師 



申請書簿、
車船津貼 



申請書簿 車船津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辦事處( 稱 學資 

處 )為 需要的學生提供書簿津 車 

船津 及 網 津  

申領手續： 

1.如 姊於2015/16學 獲批津 者， 其
家庭應於五 前收到 2016/17學 資格評
估申請表 ，和以學生為單位的 2016/17

學 資助計劃申請  



本學 的一 級新生，如欲申請 

向學校索取 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表 

格 ，家長填妥表格後及附 相關資料， 

必須自行寄回學資處，學資處將評審其資 

格，然後 出 資格評估書 予獲批的家 

長，屆時請學生及家長應盡快將 資格評 

估書 交回學校，經學校確認後轉交學 

       資處處理  

申請書簿 車船及 網 津   





申請書簿 車船及 網 津   

統籌：鄧鏡文老師 
情請查閱 

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 通告 

 
  



健康服務、
牙科保健 



學生健康服務及牙科保健服務 

由 府衛生署提供 

1.學生健康服務：每 一次，
用 免，但需由家長陪 前往  

2.牙科保健服務：需付$20(智能卡
扣款)，由老師帶領參  

 







疫苗接種 



學生健康服務及牙科保健服務 

衞生處學童疫苗接種 

1.為一 級接種麻疹 流行性腮
腺炎及德國麻疹混合疫苗 

2.必須帶回 針卡  

3.接種日期：10 7日( 午) 

4.接種地點：本校 

 



學生健康服務及牙科保健服務 

統籌：鄺淑蘭老師 

情請查閱 關表格及單張 



家長義工 



家長義 協助午膳 

 



招募家長義  

 
統籌：林嘉敏老師 

            李慧思老師 
  情請查閱 

 招募家長義 事宜 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