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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學生手冊內已詳細列出有關學校規則的條文, 部分學生因一時疏忽, 違反校規而受到處罰。 

現臚列一些較常見學生可能不經意地違犯的校規, 敬請留意。 

---------------------------------------------------------------------------------------------------------------------------------------------

學校規則 

三、 一般規則 

1.學生在任何場合（包括校內與校外），言行舉止必須符合學生之身份，不得做出有任何不符合

學生身份之行為。 

 

五、 校服儀容規則 

1.頭髮 

 

學生髮型須以簡樸為主，嚴禁塗「啫喱膏」、髮油或類似物品、弄濕頭髮及染髮等，尤其是不

論用任何方式令頭髮變色，將受到十分嚴厲的處罰，例如被書面警告、記缺點，甚至大過，如

情況嚴重，學生必須到校務處等候家長或監護人到校，攜同該生到理髮店染回原本天然的顏

色，方可上課。男生頭髮不得過長﹝前不及眉、中不及耳、後不及領﹞，亦不可電髮；女生長

髮者須束辮，頭飾須為淨黑色，款式簡單，不得誇張，前額劉海不可過長蓋過眼眉。 

 

2.飾物 

 

學生不可配戴任何飾物，例如耳環、項鍊、手鍊、手繩及戒指等；如因特殊情況需要配戴，必

須填寫「學生配戴飾物申請表」，說明理由，向學校申請。男生不得配戴任何耳飾；女生在

每隻耳朵的耳垂位置只可配戴一支耳針，若款式誇張、數量過多﹝每隻耳朵多於一支耳針﹞

或不是在耳垂位置配戴耳針回校，將受到非常嚴厲的處分，例如被書面警告、記缺點，甚至小

過。 

 

3.校服 (* 重點節錄) 

 

3.2 本校學生之布校章、鐵校章、領帶、鐵社章及體育運動服須在校內訂購。 

3.3 學生可自行購買如國產雪花牌寶藍色膠鈕無圖案花紋之開胸 / “過頭笠”/ 長袖 / 

背心毛外衣，但必須在胸前當眼處配戴鐵校章。 

3.4 學生上體育課時須穿著運動裝(上身必須穿著無領社衣)，並穿著純白色的運動鞋。學

生可就課堂的活動性質，在體育科老師的同意情況下，帶備配合該活動的球鞋回校，

於上體育課前更換，但課後需換回純白色的運動鞋。 

  3.4.1  學生可於體育課、部分科技課及部分藝術課上課日穿著體育服裝回校上課。 

夏季： 學校有領運動 T-恤(有鈕扣)，學校冬季運動長褲，如有需要可加穿學

校冬季運動外套或深藍色背心線衫/毛衣; 

冬季： 學校有領運動 T-恤(有鈕扣)，學校冬季運動長褲，如有需要可加穿學

校冬季運動外套，並可加穿深藍色毛衣作保暖夾層。 

3.4.2 整齊的體育服裝必須包括純白色的運動鞋。 

3.4.3  學生須依照建議(3.4.1)的衣著回校，於體育課時更換學校無領社衣及學校短

褲，課後須依照建議(3.4.1)更換服飾。 

3.8 學生穿著校服，必須整齊得體，不可以捲起恤衫衣袖，並要扣上衣袖鈕；男生校褲「褲

腳」不得「開叉」。冬季配戴領帶時，應保持寬緊適中。 

3.9 男女生必須穿著白色背心或短袖的白色內衣。 

3.10 學生於非上課日回校，必須穿著： 

3.10.1  整齊夏季/冬季校服。 

 

3.10.2  校隊成員服飾 

3.10.2.1 上課日 

 練習時服飾： 隊衣、學校運動上衣配隊褲、學校運動褲或     

   黑、深藍色運動短褲。 

解散時服飾：  下午 5:30 前整套校服，5:30 後隊衣或學校運動上衣配 

  學校運動長褲，或整套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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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2 非上課日 

  回校時服飾： 隊衣、學校運動上衣配學校運動長褲，或整套校服。 

  練習時服飾： 隊衣、學校運動上衣配隊褲、學校運動褲或                

   黑、深藍色運動短褲。 

解散時服飾：  隊衣或學校運動上衣配學校運動長褲，或整套校服。 

  3.11 冬令時間 

   3.11.1 學生可穿著： 

    3.11.1.1 學校外套；或 

    3.11.1.2 毛衣； 

       

    

4.鞋襪 

 

男生全年及女生於夏季時須穿著淨白色短襪，禁穿「船」襪，不得有任何圖案、綑邊及裝

飾；女生於冬季時須穿深灰色「三個骨」長襪。皮鞋須為淨黑色，款式平實簡單，不得為

靴型（包著足踝者）、「鬆榚鞋」、「厚底」、「大頭」、「鞋頭彎起」等，鞋面不得附有

反光或有金屬及其他裝飾。 

 

5.書包 

 

學生只可攜帶款式簡單樸素實用的書包回校, 請勿攜帶標奇立異的書包上學。 

 

6. 若當日上午 7:00 – 7:30 電台預告本港的最低氣溫是攝氏 15 度或以下： 

 所有學生必須穿著學校外套回校上課，不得只穿著毛衣。 

 

 學生可以穿上或戴上： 

6.2.1 黑色或淨深藍色頸巾； 

 6.2.2 黑色或淨深藍色手套； 

     6.3  女生可穿上： 

6.3.1 深灰色長西褲； 

6.3.2 肉色絲襪； 

6.3.3 深灰色的襪褲； 

6.3.4 整齊學校運動服。 

 

7.  若天氣轉涼，學生可以穿著長袖毛衣回校上課，唯當氣溫回升至 26℃或以上，除了在冷氣開

放的地方外，學生不得穿著長袖毛衣，否則被記名一次。 

7.1 穿著長袖毛衣的規定 

7.2.1 衣長不得過臀； 

7.2.2  衣袖長度不可蓋過手掌心； 

           7.2  穿著背心毛衣的要求 

7.2.1 衣長不得過臀。 

 

註：科技教育科上課服飾要求及圍裙樣式，將詳細列於九月開學派發的「新學年注意事項」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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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遲到、早退及請假規則(* 重點節錄) 

 

1.學生須準時回校上課，不得無故遲到、早退及缺席。 

 

4.學生因事請假或早退，必須於告假前三個上課天前向班主任呈交「學生請假/早退申請表」，

詳述請假或早退的日期、理由，待校方批准。學生應以學習為重，如非特別情況，應盡量避免

於上課日以出外旅行、回鄉探親等原因請事假。成績表會列出學生考勤的情況：缺席及遲到等

統計，均會於成績表內如實顯示，例如：缺席 X 天 等。 

 

 5.學生因病請假，必須事先得到家長的同意，並由家長於當日早上 7:45 – 8:30 致電回校代為告

假。若學生在當天早上未能與家長聯絡，學生仍須在以上時段致電回校告假，並盡力聯絡家長，

請家長盡快與學校聯絡；校務處亦會在當日稍後時間聯絡家長，以確定有關的請假有效。學校

會要求未能依照上述規則告假的學生提出解釋，並可按校規處罰未能提出合理解釋的學生。除

此之外，學生須於翌日向班主任呈交「學生請假 / 早退申請表」，詳述請假日期、病情。如請

假一天以上，除「學生請假 / 早退申請表」外，必須附上醫生病假證明書 (沒有列明醫生註

冊編號及學生須休息天數的中醫藥方不會被接受)。如學生經常因病請假(包括增潤課程)，校方

可要求學生呈交身體檢查報告或每次因病請假時，必須呈交醫生病假證明書。 

 

6.在特別情況下，如考試前一天、期考完畢核對試卷後的活動日或學校活動日等，校方可要求學

生請病假一天亦須呈交註冊醫生病假證明書 (證明書上的日期與請假日期須吻合)。請假手續須

於畢業禮（中六級）或散學禮（中一至中五級）前辦妥（因為校方須印製成績表）。若學生於

以上兩天請假，須於翌日上午學校辦公時間補回請假手續，否則校方將不接納學生的請假及按

照校規處罰違規的學生。 

 

7.學生回校後因身體不適而欲早退者，須先通知班主任或值課老師，然後到校務處填寫「學生請

假/早退申請表」，待校方處理。學生於午膳時離校，下午缺席者亦作早退論。學生如身體不適，

學校將按個別情形致電家長或召救護車送學生入院治療。若學生離校午膳時感到不適，未能回

校辦理早退手續，學生必須聯絡家長，並由家長於下午上課前致電回校代為告假。若學生在

當天下午上課前未能與家長取得聯絡，學生仍須在以上時段致電回校告假，並盡力聯絡家長，

請家長盡快與學校聯絡；校務處亦會在當日稍後時間聯絡家長，以確定有關的請假有效。學校

會要求未能依照上述規則告假的學生提出解釋，並可按校規處罰未能提出合理解釋的學生。學

生應即日看醫生，並於下一個上學日呈交「學生請假／早退申請表」及醫生病假証明書］。 

 

8.學生因病請假，回校後應即時向班主任繳交「學生請假/早退申請表」，若學生於三日內（由

學生請假後上課日起計）仍未交回「學生請假/早退申請表」，將被書面警告及須於翌日交回

申請表，拖欠「學生請假/早退申請表」將可能作曠課論。 

 

9.學生如無故缺席或未有呈交適當之「學生請假/早退申請表」，學校將作學生曠課處理，並予以

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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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請假 / 早退申請表式樣 

聖公會陳融中學 

學生請假 / 早退申請表 

 

學生姓名(中文)                          (英文) 

班別:         學號:  聯絡電話:  

 病假    附上醫生病假證明書 

病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請病假一天以上，必須附上醫生病假證明書。 

事假：  覆診   考試    領取證件  其他：_______________ 

 附上證明文件  

 後補證明文件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必須填寫) 

註：學生因事請假，必須於告假前三個上課天向班主任呈交「學生請假/早退申請表」。 

  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共_______天) 

  日期:        年     月     日  ( 一天 / 半天       )  離校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校時間：_____________(由校務處職員填寫)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核對家長/監護人簽署      核對證明文件/ 醫生病假證明書 (如適用)        需交訓導委員會跟進  

                              

班主任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收表日期：       年     月      日 

訓導老師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日期：       年     月      日 

早退時間：______________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校務處職員填寫)   

  學生因病缺席 測/考下列科目:     科(卷   )、    科(卷   )、    科(卷   )、    科(卷   )、 

         科(卷   )及    科(卷   )，共     卷，擬向學校申請分數評估。 

本人現呈交學生請假當日註冊醫生發出的病假證明書，證明學生不適宜回校測驗/考試，並同意學校於    

有需要時，可向家長查詢詳情；此外，本人授權學校在有需要時聯絡有關醫生，了解學生情況。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註: 可於聖公會陳融中學網址 http://www.skhcyss.edu.hk 下載此申請表 或  到校務處索取樣本，自行影印。 

 

上午 

下午 

http://www.skhcyss.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