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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聖家學校創立於 1958 年，由玫瑰道明傳教修女會創辦。

建校以來，我們一向堅持以謙遜、勤勞、仁義之精神為本，以

愛為綱，並以德、知、行為校訓；為國家、社會培養具有品德

及知識的優秀國民。 

學校是學生的另一個溫馨家園，我們希望孩子能在和諧、

有秩序的環境下健康成長，學習知識和技能；也希望培養學生

正確的價值觀和良好的品德，為學生將來投身社會奠定良好的

基礎。 

    「不以規矩，不成方圓。」學校訂定規則予學生遵守，目

的是為學校創設有系統、有規範的運作條件。校規具有一定的

約束和指導作用，為學生營造和諧融洽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從

小培養良好的學習及生活習慣，有助促進個人成長及學習的效

果。有鑑於此，學校制定了如下規章，希望廣大家長、學生明

瞭並遵守。若家長、學生對校規有任何疑問，請與本校教務組

聯絡。 

    

祝願各位同學學習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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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學生守則 

一、一般守則： 

1. 學生應尊敬師長，聽從師長之教導，無論在校內或校外，對

同學或他人應謙遜有禮。 

2. 學生應養成守時的習慣，應按時抵達學校，以免遲到。 

3. 愛護校園、愛惜公物，嚴禁隨意毁壞、塗污任何設施。 

4. 不得說污言穢語或用不禮貌舉動侮辱同學或師長。 

5. 無論在任何地方，不應滋事生非，影響個人及學校聲譽。 

6. 為安全著想，校方嚴禁學生進入遊戲機中心、網吧等地。 

7. 放學後不可獨自在商場或超級市場遊蕩。 

8. 往返學校途中不得嬉戲、攀爬欄杆及在街道上追逐。 

9. 在校內拾獲失物時，應交給值日老師，以便物主認領。 

10. 除學校指定之學習用品外，其他無關物品、書籍、手提電

話、電子產品等，不應攜帶進校。 

11. 不應隨意進入別班課室及學校禁止學生進入的地方。 

12. 凡是校方指派有關學習之任務，均須按時完成。 

13. 成績表依日期派發，不應隨時回校索取。 

14. 應盡力保持校內環境清潔，在校內嚴禁吃香口膠。 

15. 為培養學生責任感及團體意識，凡參加興趣班或比賽活動，

不應中途退出，若請假必須交請假信。 

16. 為培養學生的責任心，若學生忘記帶上課當天的任何物品，

請家長不要代學生送回學校。 

17. 學生不應帶貴重物品或大量金錢回校，以免遺失。 

18. 考試、測驗或補考、補測時作弊，則記大過一次。 

19. 學生欲在報章或網上發佈有關本校之文章或圖片，事前應送

交校方核准，方可發佈。 

20. 小學、幼稚園星期六無需上課；若校方安排任何活動，必須

出席，缺席作曠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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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若個人資料有更改，請即通知班主任以便更正。 

 

二、課堂守則： 

1. 上課前祈禱時肅立，不可嬉戲。 

2. 上課期間，各生須保持良好秩序。發問前，先舉手示意。 

3. 上課或下課時，全班學生須起立向教師敬禮。 

4. 如有來賓到校參觀時，要起立敬禮。 

5. 每日須依課程時間表帶上課用品及文具。 

6. 上課時坐姿端正，不嬉笑談話及擅離座位或做其他作業。 

7. 未經導師准許，學生不可擅自調換座位。 

8. 下課鐘響後，若老師未宣佈下課，各生仍須端坐，不得騷

動。 

9. 下課後應將書籍收拾好，按秩序出課室，不得爭先恐後。 

10. 為免意外發生，學生不能獨自逗留課室。 

11. 每天功課應當天完成，不得拖延及欠交，不得抄襲功課。 

12. 教室內須保持清潔，不得隨便移動桌椅，亂拋紙屑及隨地吐

痰。 

13. 不得任意塗污黑板、桌椅、牆壁及門窗等物品。 

14. 個人文具用品要貼上姓名。 

 

注意：熱帶氣旋、暴雨及特殊天氣情況下，均按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規定作停課安排，家長及學生可透過氣象局網頁、教育及青

年發展局網站、電台及電視台等途徑接收相關停課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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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儀容及個人衛生守則 

一、校服 

 (一)學校規定之標準：(小學) 

    1. 男生恤衫：純白色加上校徽，夏天短袖恤衫，冬天長袖恤衫。 

                 同時應將所有恤衫鈕扣上，衫袖不得捲起。 

    2. 男生褲  ：夏季 - 半橡筋拉鍊灰色短西褲，配黑色皮帶。 

    冬季 - 半橡筋拉鍊灰色長西褲，配黑色皮帶。 

    3. 女生裙  ：夏季 - 白色校裙加上校徽，配戴深藍色蝴蝶呔及 

                 膠腰帶。(女生要穿襯裙)            

 冬季-長袖白色恤衫（圓領），深藍色背心裙加上校 

 徽，配戴深藍色蝴蝶呔及膠腰帶。 

                (夏季及冬季校裙長度及膝，不可過長或過短，稱身， 

                 腰帶合度。) 

    4. 校 褸   ：校方指定款式之校褸。(氣溫攝氏 12 度或以下可穿 

                 著深藍色羽絨或保暖棉褸。) 

    5. 外 套   ：夏天可穿純白色外套，冬天則穿校方指定款式之外 

                 套。(外套要寫上姓名，以便識別。) 

    6. 校 徽   ：要用針線縫在適當位置，太舊或褪色要更換。 

    7. 領 呔   ：長度適中，須固定，不可變形或太舊，保持清潔。  

    8. 鞋 襪   ：黑色皮鞋，純白色短襪。(冬天時，女生穿深寶藍 

                 色長襪或長襪褲) 

    9. 運動服  ：校方指定款式之整套運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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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運動鞋  ：白色波鞋或布鞋，純白色短襪。(不可穿船襪) 

(二)學校規定之標準：(幼稚園) 

1. 夏 季   ：男  生 - 藍、白色海軍領衫褲套裝。 

                女  生 - 粉紅、白色海軍領衫裙套裝。 

      冬 季   ：男女生 - 黃色長袖恤衫配灰色全橡筋長褲。 

                男生配戴啡色領呔。 

                女生配戴啡色蝴蝶結。 

2. 校 褸   ：校方指定款式之校褸。(氣溫攝氏 12 度或以下可穿 

             著深藍色羽絨或保暖棉褸。) 

3. 外 套   ：夏天純白色外套，冬天校方指定款式之外套。 

 (外套要寫上姓名，以便識別。) 

4. 鞋 襪   ：黑色皮鞋，純白色短襪。 

5. 運動服  ：夏季藍白色短袖運動套裝。冬季藍白色長袖運動套 

      裝。 

6. 運動鞋  ：白色波鞋，純白色短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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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衣飾 

  1. 指 甲   ：要定時修剪指甲，不可塗指甲油。 

2. 頭 髮   ：要常洗及剪，保持清潔整齊。 

   男 生   ：斜髮腳，不可過長，要露耳。額前頭髮不可過眉， 

不可染髮、燙髮或用噴髮膠。 

     女 生   ：瀏海不可過眉，不可染髮、燙髮或用噴髮膠。若是 

長頭髮，須夾好及束起。 

          (男女生均需梳理端莊，適合學生身份之髮型) 

3. 飾 物   ：任何精緻的小飾物皆不應穿戴回校，如手鍊、腳

鍊、 戒指等等。頸鍊只可戴一條款式簡單的且不

能外露。 

4. 耳 環   ：只可戴一對，小粒，兩邊款式一樣，不可垂吊，只 

可戴在耳珠上。 

5. 髮 飾   ：女生之頭飾只可用黑色頭箍或髮夾。 

6. 其 他   ：講究個人衛生，注意牙齒清潔，常攜帶手帕和紙 

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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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獎懲規則 

一、獎懲細則 

1. 滿三次優點記小功一次，滿三次小功記大功一次。 

2. 滿三次缺點記小過一次，滿三次小過記大過一次。 

3. 滿三次大過，則勸令退學。 

二、獎懲準則 

1. 凡加入校隊之學生，表現良好，經教師提名，可每學期自由選 

擇一科平時分加分，另可於期末記優點一次。 

2. 凡代表學校參加校外各項比賽之學生，表現良好，記優點一

次。 

3. 在校內表現優良或樂於服務之學生，經教師提名，記優點一

次。 

4. 凡遲到三次，記缺點一次。 

5. 凡欠交功課五次，記缺點一次。 

6. 凡違反校規者，經德育小組將視情節輕重作出相應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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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獎勵項目 

1. 學業優異獎 

2. 品行優異獎 

3. 服務及風紀獎 

4. 整潔獎 

5. 才藝獎 

6. 全勤獎 

7. 基金會獎 

 

 

 

 

 

 

 

 

四、品行優異生獲選標準 

    (由全班學生及相關老師 

    投票選出) 

1.  樂於助人 

2.  熱衷服務 

3.  與同學和睦相處 

4.  誠實(不說謊，不偷竊， 

 不作弊) 

5.  有禮貌 

6.  守時 

7.  自律 

8.  上課專心     

9.  尊重別人     

10. 有責任感     

11. 舉止溫文  

12.  懂得感恩 

 

 

 

附 註: 以上各項規則，校方得按需要作出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