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行為和纪律守則 

我們期望並鼓勵聖公會中學的所有學生都能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和自律.因此我們要營

造 

一個能夠促進學生心智發展，有效學習、高水平和運作暢順的校園環境。 

• 制定一個道德守則，促進學生之間的和諧相處。 

制定守則的目的 

• 培養孩子們的自我價值觀、互相尊重、寬容待人。 

• 創造一個讓孩子們感到安全、安心和被尊重的學習環境 

• 自信 

學生成長表現的目標 

• 自制能力 

• 尊敬師長、團結友愛、禮貌待人 

• 為自己或同學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 興趣廣泛 

• 同理心 

• 尊重環境和社區 

 

所有的老師和員工都擅於管理和改善學生的行為問題.當我們管教學生時，我們期望能

得到家長們的支援和尊重。 

對於學生的行為管理，本校貫徹 “積極強化”的理念。因此我們能營造一個相互尊重

的安全氛圍。讓孩子們意識到學校期望他們在校內和校外，都成為有責任心的一員。 

任何學生缺席超過 20 天，而未能提交有效的醫生證明者，下學年必須離校。學校管理

層保留最終決定權。 

出勤 

校曆表裡列明，小學每學年將安排兩次正式的總結性評核(中期和期末評估).，學生所

有的評估試卷學校將會保存一年。 

評估 



 

獎勵 

• 每天給每個學生適當地關注 

• 表揚學生 

• 與其他的孩子和老師分享所取得的進步和成就 

• 獎勵星星、貼紙、小印章和正面的評語 

• 在教室裡和走廊上展示一些好的作品 

• 獎勵自由活動時間 

• 獎狀 

• 以電話或學生手冊告知家長，孩子在學校的良好表現 

• 在週會上祝賀孩子們取得的成就 

懲罰 

對於學生屢教不改的行為採取以下措施 

7 個步驟 

1. 口頭警告 2 次 

2. 在白板上寫出被警告學生的名字，或者把名字寫在不開心的臉下面 

3. 學生被罰暫停參與課堂活動，或著被罰到教室外面（最多 15 分鐘），老師需要

經常地留意學生的狀況 

4. 學生被罰到其他教室，老師會通過打電話或者記錄在學生手冊的方式告知家長 

5. 學生單獨約見部門主任 

6. 學生和家長一起約見部門主任 

7. 學生和家長一起約見助理校長或校長 

如果學生嚴重違反學校紀律，老師應該立即聯絡部門主任，並直接執行第 5 個步驟。 

 

老師應在課堂和課間休息時間保持警惕， 杜絕任何形式的欺淩行為。有些孩子可能會

試圖向年幼或者較弱的學生勒索錢財。 

 

所有的欺淩行為都必須上報助理校長，他將會給學生和家長安排一個特別會議。 

 

備註: 與評核相關的規則，請參照本校《校本學生評核規章》，並以《校本學生評核 

規章》為準。 

 

 

 

 

 



行為守則——學生的核心價值觀 

 

服從尊重努力安全責任 
 

每一位教師都要對所有學生的著裝和行為擔負起責任。同時肩負起高水準的教學，包

括準備教案、備課、批改作業、以及準時上課等責任。 

 

當學生未能遵守基本的守則時，教師將會給予適當的處罰。 

 

所有教師在向中學部主任報告任何學生的嚴重不當行為之前，都必須與班主任、級組

長、 

家長以及負責行為管理的資深老師保持緊密的溝通。 

 

所有學科的老師都應與學生分享該學科的課堂管理規則。並在各自的學科練習簿中以

書面形式分享。 

 

所有學生都應該成為整個學生團隊中負責任的一員，並為低年級的學生樹立良好的榜

樣。 

 

學生為自己的學業感到自豪，並愛護學校財產和資源。 

 

當學生能自律的學習時，他們總能展示出高標準的學習成果。 

 

能和他人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的學生通常會有更多的職業選擇，因為社會必然是相互

依存和全球化的。 

 

學習原則 

• 學生成為終身學習者。 

• 他們學習如何將所學的知識應用到所有科目中。 

• 學生是問題解決者。 

• 他們將理論聯繫到實踐，成為有創造力的學習者。 

• 培養批判性思維的能力。 

 

我們對所有 MAC 中學生的期望是： 

• 禮貌待人，尊重別人。 

• 愛護學校和他人的財產。 

• 遵守著裝要求。 

• 在校期間必須全天用英語交流，上中文、葡萄牙語或法語課除外。 

• 積極參與課堂學習，不騷擾課堂秩序和打擾他人學習。 

• 按時完成課堂作業、家庭作業和其他功課（必須給融合生額外的時間或由老師

調整作業的難度）。 

• 準時上學。 

• 為學習新的知識做好準備。 

• 積極參與課堂學習。 

• 爭取好成績。 

• 成長一個有擔當的年輕人。 

• 遵守課堂紀律和學校的規章制度。 



• 愛護學校財產。 

• 誠實守信。 

 

一般規則 

• 學生在轉換教室和使用儲物櫃期間，必須保持安靜，不得交談、奔跑或閒逛。 

• 儲物櫃僅在小息時間使用。學生在進入註冊班教室之前，應該把第 1、2 和 3 節

課所需的書籍和學習用品準備好；早上的小息時間，應該準備好第 4 和 5 節課

所需的書和學習用品；午餐的小息時間，應該準備好第 6 和 7 節課所需的書和

學習用品；下午的小息時間，應該準備好第 8 和 9 節課所需的書和學習用品。 

• 在通道和樓梯上學生應靠左安靜地行走，以免妨礙他人。此時任何人都不應該

在他們的儲物櫃旁停留，因為會妨礙其他同學，尤其是在 6 樓狹窄的通道中。 

• 學生必須準時到達課室。 

• 未經老師許可，學生必須在教室外安靜地排隊，不得進入課室放下任何物品。 

• 對科任老師要有禮貌，上課前要向老師問好。 

• 每節課前的第二次鈴聲表示正式開始上課；學生應該已經就座並準備好上課。 

• 為了記錄重要日期、測試、考試、家庭作業、課堂作業、學校活動等，學生必

須在每節課上隨身攜帶學生手冊。 

• 上課時只允許喝水；禁止進食和飲用其他飲料。 

• 學生在上課時間必須尊重老師、禁止擾亂課程次序、進食或睡覺。 

• 禁止在課桌等地方塗鴉和破壞學校財產，否則將產生嚴重的後果。 

• 禁止在校內玩擲瓶遊戲。 

• 禁止學生篡改課室的電腦設置。 

• 未經老師許可，上課期間不得使用手機。如果違反，手機將被沒收。 

• 不允許超過一名學生同時上洗手間。 

• 自習時間，學生應該在值班老師的監督下認真學習，而不是無所事事或者到處

閒逛（例如去小賣部、健身房或散步） 

• 自動售貨機只能在休息時間使用。學生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在上課時間或去

下一節課的路上使用自動售貨機。 

 

學生的權利和責任 

權利 責任 

被尊重 禮貌待人並尊重他人 

老師和其他同學傾聽他的意見 傾聽並作適當的回應 

表達意見 寬容的對待他人的意見 

融入高質量的課程 為上課做好準備並守時 

 

按時完成家庭作業和其他任務 

能夠在良好的環境中學習 

 

 

配合 

 

尊重他人的學習 

 

有負責心 

 

接受不良行為所產生的後果 



有安全感 全天留在學校場所，未經允許禁止外出 

 

舉止得體 

在愉快、舒適的校園環境中學習 尊重和愛護學校財產 
 

保持學校整潔 

 

• 回報：在學校指引下，教師尊重和關心所有的學生。 

 

教師的責任 

• 教師在監管學生課堂內外的行為、記錄考勤和檢查校服時應保持統一要求。 

• 班主任是所有學生的第一聯絡人。班主任應在班主任課和午餐時間與學生建立

良好關係，並在放學後檢查是否有學生逗留在教室裡， 

• 科任老師必須與學生分享他們的課堂管理制度。學科教師必須在發生任何嚴重

的不當行為事件時應用行為升級模式。 

• 班主任需要監督學生有序地放學。（4:05-4:15pm） 

 

家庭作業 

• 家庭作業是對課堂知識的加強，鼓勵學生獨立完成，家長參與孩子的學習過程

也很重要。家長應在學生完成的作業上簽字。教師將根據他們的課堂管理守則

處理欠交家庭作業或家庭作業未完成的學生。 

• 對未完成家庭作業的學生，科任老師要做的第一步就是通知家長。 

 

中學生的違規行為 

對嚴重違紀行為，學校絕不容忍。 

 

違反紀律的學生，後果可能是停學，情節嚴重者可能會被開除。我們將根據〝行為管

理升級模型〞處理。 

 

學生必須尊敬師長、團結友愛；愛護學校財產和他人財產。高年級的學生為低年級的

學生樹立良好的榜樣。 

 

因為學生代表了學校的精神和風貌，他們應該在社區中也表現出良好的行為。 

 

學生穿著校服時，在校外的任何不當行為，都將受到與校內同樣嚴肅的對待和處理。 

 

說粗言穢語的學生，學校將會告知其家長並勒令停學。 

 

在校不允許嚼口香糖。 

 

飲料：上課期間只允許喝水。 

 

吸煙：禁止所有教職員工和學生吸煙。 

 

飲酒和吸毒：禁止在校內飲酒和吸毒。在校外無論是否穿著校服，只要飲酒或吸毒都

將被停學或開除。 

 

禁止作弊和抄襲，結果將以零分計算，並得到不及格得成績。 



 

違反校規者：如上課遲到、未完成作業、上課時說粵語、著裝不符等，將由學科老師

處理。如果沒有明顯改善，老師將會聯絡其家長。 

 

嚴重違反校規者：例如逃課/逃學、各種欺淩行為、言語或身體暴力、不尊重他人和損

壞學校財產，將被學校立即停學。在該學年如有再次嚴重違反校規者將被開除。 

 

重大違反校規者：例如酗酒或吸毒、攻擊、威脅和盜竊，將立即被學校開除。如學生

被罰停課，違規學生和其家長將需與校長或助理校長會面。 

 



 

手機的使用 

學生在進入校園之前或上課時間必須關掉手機。學生在校園內使用手機，第一次沒收

一周，第二次沒收一個月，第三次沒收一個學年。沒收期結束時，學生需在家長的陪

同下方可取回手機。 

一些教師可能因為教學需要而允許學生在課堂上使用手機。手機只能在老師的允許下

開啟，並嚴格遵從老師的指示，在該課結束後必須再次關掉手機。智能手錶在學校佩

戴時不得連接手機，如果連接了，將被視為使用手機。 

關於學生濫用手機，學生會收到一次警告，如果收到第二次警告意味著學生必須在該

學年結束後離開學校。 

 

上課時間和缺席 

學生應準時到校：學生應在上午 8:00 前到校，每天早上不遲於上午 8:05 到達班房。 

任何在此時間之後到達的學生將被記錄為遲到，並且必須從行政人員那裡獲得遲到

單，否則學生將被視為缺席一整天。 早上 7 點 50 分，學生可以從 RC 樓層到達教室。 

如果學生準時進入校園，但在上午 8 點 05 分後到達教室，他們也將被視為遲到。 

學生如累積 

5 次遲到 需參加週六補課 

10 次遲到 需參加週六補課+警告信 

15 次遲到 需參加週六補課+最後的警告信 

20 次遲到 需參加週六補課 + 必須在學年結束後離開學校。  

學生最遲必須在下午 4 點 15 分前離開校園，有課外活動或約見老師者除外。 

 

學生缺勤：如果孩子缺勤，家長應在當天上午 10:00 之前致電 28850000 通知行政部。 

學生如因病並能提供醫生證明，或代表學校或澳門時區政府參加比賽，將被視為豁免

缺勤。 

 

學生在健康允許的情況下必須上學。學校管理層將決定學生的缺勤總數是否會影響他

們的升學或畢業。 

 

任何學生缺席超過 20 天，除非病情嚴重且有醫生證明，否則下一學年的學位將不予保

留。 

 

提前離校：當學生因病或家事需要提早離開學校時，必學遞交醫生證明或者家長的親

筆信。再向班主任索取“提前離校表”，填好後交給辦公室並蓋校印，學生將會收到

一張“離校許可”的證明，學生方可在許可的時間離開學校。 

 

但是，學校要求家長盡量將孩子的任何預約放在放學之後的時間，避免提早離校，以

免影響孩子的學習。 

 



對出勤率高，守時的獎勵 

本校所有學生都應嚴格遵守校規，有良好的行為，按時上學。學校會對以上的榜樣行

為作出表彰。為了鼓勵和發展優良的行為，學校決定將它們作為學生獲得達到外部和

內部學術獎項的附加標準。 

形式 獎項 標準 

 

 

 

 

 

 

F1-F6 

 

校長榮譽獎 

 

 

學術卓越表現並包括以下條件： 

• 不多於遲到 10 次 

• 沒有校內或校外停學 

• 缺勤次數不超過 6 天 

 

 

 

外部獎項：澳門基金會獎項 

 

 

內部獎項：不同學科的優異證書，

例如，電腦科成績優異。 

 

 

 

 

僅 F6 

 

 

 

 

校長推薦 

學術成就並包括以下條件： 

• 不多於遲到 5 次 

• 沒有校內或校外停學 

• 缺勤次數不超過 6 天 

 

 

除上述內容外，學校還開展不同的鼓勵學生準時上學計劃。 
 

線上教學制度 

新冠狀病毒的大流行，不可逆轉的影響到正常的教學模式，作為學校，在深思熟慮之

後 

我們制定有關線上學習制度。由於流行病/大流行、惡劣天氣條件或任何社會事件等 

因素而無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進行正常課堂教學時，我們將啟動我們的居家學習計

劃，並通知家長和學生。 

 

居家學習計劃只是將我們的學習空間擴展到校外。教學將在學校的 LMS、SEQTA、

Zoom、Google Meet 和 Microsoft Teams 等視頻通信平臺上進行，這裡僅列舉一些但不限

於此。 

 

當線上學習啟動，我們對教師和學生的期望將與正常的傳統面授課堂一致。以下只是

簡單的舉例，不能贅述。 

 

出勤——線上學習的出勤考核方式與在校學習的考核方式是一樣的。所有學生都必須

按時參加學校的線上課程，出勤率將反映在學生的學業成績單上。 

 

評估——我們將遵循正常的評估制度，線上學習時佈置的任何作業、功課都將計入持

續評估。 

 

行為守則——我們行為守則的各項規章制度同樣適用於線上教學。任何在線上學習中

表現出的不良行為，都將受到公平和嚴肅的處理。根據不當行為的性質，學生可能會

被要求暫停參與線上學習。 

 

科技不斷發展，我們的線上教學制度也會隨著科技的發展而不斷更新。 



 

學校日程表：學生必須嚴格遵守既定的課程時間表。未經學校或老師批准，學生未按

時間表上課將視為逃課。學生將被處以〝行為管理升級模型〞跟進處理。 

 

 

貴重物品和丟失物品：學生自行負責保管好自己的物品，不應將個人物品隨處放置。 

 

儲物櫃：在開學第一天，班主任老師會為學生分配儲物櫃。學生應自備鎖具，並確保

鎖好儲物櫃。如果儲物櫃沒有上鎖或使用不當，學校有權移除儲物櫃中的所有物品，

並且該學年不會再提供儲物櫃。儲物櫃借給學生使用，只限於存放和學習有關的物

品，不作他用，學生有責任保持儲物櫃的乾淨整齊和完好無損。 

 

升降機：僅供學校教職員、受傷學生或長者使用。 

 

午餐：學生在自己的教室享用午餐。所有的餐盒必須清晰的寫明名字和班級，並在 

上午 11：45 分之前放在地下大堂的餐車上。在 11:45 之後送到的餐盒需放在 

備註為遲到的餐車上。 

 

健康與安全/重要的健康提醒： 

 

學生可以在持有由科任老師或班主任簽署的同意表的情況下到醫療室。如果學生感到

不適，學校醫務人員將聯繫家長/監護人。 

 

對於任何有長期醫療需求的學生來說，向學校提供該學生的詳細醫療資訊十分重要。 

家長必須向學校醫務人員提供一封信函解釋學生的健康問題、處方藥、聯繫電話和其

他重要資訊，並在學生註冊表上註明。 

 

藥物只能在學校醫務人員監管下使用。父母應先填寫“藥物使用授權書”才可以在校

內使用處方藥。該表格在行政辦公室或醫療室索取。如果學生能夠自己控制他們的哮

喘，他們可以攜帶自己的吸入器，以備哮喘發作時使用。 

 

6 樓和 7 樓有室外操場，但是地面濕滑時，學生不得使用這些設施。 

 

備註: 與評核相關的規則，請參照本校《校本學生評核規章》，並以《校本學生評核 

規章》為準。 

 

 

 

 

 

 

 

 

 

 

 

 

 

 



 

 
居家學習政策 

（學校停課不停學實施方案） 
 

 

 

 

 



幼稚園部居家學習計畫 

1. 啟動條件：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宣佈停課後 

2. 居家學習方法的實施： 

K1- K3：預先錄製的教材 

3. 原則： 

❖教師會預先錄製好與課程相關的歌曲、故事、音樂和律動的視頻。 

❖老師會發給孩子們在家練習的工作紙。 

❖教師會發送相關網站的鏈接。 

❖家長將學生完成的作業或任務發回給老師後，老師將給每個孩子反饋。 

4. 居家學習資訊發佈方式： 

教師將使用電子郵件和 eClass 平臺。 

5. 發佈者： 

學校 

6. 資訊發佈時間表： 

從計畫開始的第一天。 

逢星期一發佈該周的學習任務。 

7. 收件人： 

父母/監護人 

8. 獲得支援的途徑： 

家長和學生可以獲得以下不同類型的支援： 

(a) IT 支援 – 通過電子郵件 support@acm.edu.mo 聯繫 IT 部門 

(b) 教牧或學術支援 – 班主任的電子郵箱地址 

(c) 其他 – 學校電話 2885 0000 

9. 方式、方法及時限： 

應在該周內按時提交作業。 

10. 作業批改及發放安排： 



最遲一周內由班主任批改並回饋給家長。 

 

 

 

 

 

 

 

 

 

 

 

 

 

 

 

 

 

 



小學部居家學習計劃 

1. 啟動條件：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宣佈停課後 

2. 實施期 

停課期間 

3. 實施方法 

線上教學 

4. 原則 

• 評估和整合網路教學方法以支持學習社區的發展 

• 為所有學習者提供一個支持性的環境 

• 結合教學方法和活動來支援學生之間的互動 

• 使用多種方法支持師生互動 

5. 線上課程 

教學： 

1. 使用 Zoom、Google Meet 等平臺進行線上面對面教學。 

2. 教師在學習平臺 eClass、Google 教室和 Nearpod 上設置作業。這些是孩子們

經常使用的網上學習平臺。 

3. 將會遵循常規課程。 

4. 教師將創建居家學習任務、想法和資源的資源庫。有些會以工作紙或作業說明

的形式完成。這些資源將定期上傳到 eClass 或 Google 教室，並註明提交日

期。學生可通過學習平臺得知學習任務。一些寫作作業則需要列印。 

5. 如有需要，支援課程將通過螢幕錄製形式發送給學生。 

6. 居家學習計畫一旦開始，學校就會把 Zoom 或 Google meet 線上教學時間表和

家庭作業時間表上傳到 eClass，並通過學校電郵件告知家長。 



 
作業提交與反饋： 

1. 學生需在學習平臺 eClass、Google 教室或 Nearpod 上提交他們的作業。 

2. 列印的作業可以用掃描件或照片的形式通過電子郵件提交給老師。 

3. 老師會定期通過學校電子郵件、eClass 或 Google 教室與學生溝通。 

4. 個人反饋將通過電子郵件或 eClass 發給學生。 

5. 重要通知也會通過學校電子郵件發給家長。 

對學生的期望： 

1. 學生需提交每門科目的作業，並定期參加線上面對面課程。 

2. 停課期間所做的所有功課均計入持續考核成績。 

對教師的期望： 

1. 所有老師都會佈置作業讓孩子在家完成。 

2. 教師會在適當的時候對學生的作業作出回饋。 

3. 老師會盡可能地佈置符合孩子學習能力的作業。 

4. 教師將按照學校正常工作時間與學生進行教學和交流。 

5. 融合教師將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提供額外支援。 

6. 溝通管道： 

• eClass 

• Google 教室 

• 學校電子郵箱 

（所有的學生、家長和老師都有學校電子郵箱，用於正常情況下學校、家長、老師

和學生之間的所有溝通） 

7. 獲得支持的途徑： 

家長和學生可以獲得以下不同類型的支援： 

 

a) IT 支持 – 通過電子郵件 support@acm.edu.mo 聯繫 IT 部門 
b) 教牧或學術支援–班主任和學科教師的電子郵件地址和 eClass 
c) 其他 – 學校電話 2885 0000  

Zoom SESSIONS 的建議時間表(P4 – P6) 



線上面對面教學 班級 教學實踐 

英語 每週兩次（每次 1 小時） 

講課 
討論 

互動活動 
視頻演示 

合作活動和討論 
導讀 

數學 每週兩次（每次 1 小時） 

科學 每週兩次（每次 1 小時） 

中文 每週兩次（每次 1 小時） 

資訊通信技術 每週一次（4o 分鐘） 

德育與公民教育 (MCE) 每週一次（4o 分鐘） 

體育、音樂和美術 
螢幕錄製（如有需要可安排

Zoom 諮詢） 

 
建議 Zoom 教學的時間表 (P1 – P3) 

P1 – P3 學生將被分成較小的小組，教師可以在一周內為不同小組進行輔導。 
 

線上面對面教學 班級 教學實踐 

英語 每週一次（4o 分鐘） 

講課 
討論 

互動活動 
視頻演示 

合作活動和討論 
導讀 

數學 每週一次（4o 分鐘） 

科學 每週一次（4o 分鐘） 

中文 每週一次（4o 分鐘） 

體育、音樂和美術、 
資訊通信技術、德育

和公民教育 (MCE) 

螢幕錄製（如有需要可安排

Zoom 諮詢） 

 

中學部居家學習計劃 

1. 啟動條件：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宣佈停課後 

2. 居家學習計畫的實施 

將在整個中學（F1-F6）實施。 

3. 原則 

課程——在可能的情況下，我們將遵循原有的課程和規劃。 



•對於學習內容，我們強烈推薦錄製的視頻和音頻解說 PPT 以及其他數字內容。 

•所有安排的作業和任務必須完成並提交，教師將靈活處理逾期未提交的作業。 

•教師應更靈活地對待有學習困難的學生，並在需要時提供額外幫助。 

評估——我們將遵循我們的正常評估政策，因此線上（居家）學習期間完成的任何

作業都將計入形成性評核中。 

時間表——我們將遵循常規時間表，將最少 50% 的教學時間作為線上教學，另外 
50% 作為作業時間。我們鼓勵家長隨時監控孩子使用螢幕的時間。 

•在每週的線上教學中，至少有一節設有問答環節，讓學生有機會提問。 

•為便於管理，我們將有固定的時間和日期進行線上教學。 

出勤率——出勤率的處理方式與正常上課日的處理方式一樣。所有學生都必須參加

安排好的線上教學，學生的出勤率將在學業成績單上反映出來。 

學習管理系統——我們將使用我們的官方教學平臺 (SEQTA) 和學校電子郵件進行

交流。任何額外的東西都必須為補充（而不是替代）SEQTA，即所有內容、成績

和反饋都必須直接或通過鏈接顯示在 SEQTA 上。 

•家長必須能夠通過登錄他們孩子的 SEQTA 帳戶，得悉他們子女的所有學習情

況。 

•IT部門必須支持和處理來自家長有關登入 SEQTA 的問題。 



 
4. 發佈學習內容和資訊 

中學將使用 SEQTA 和學校電子郵件帳戶作為主要平臺。內容和資訊應由教師提前

發佈。 

5. 資訊發佈時間表 

如果可能的話，有關課程的開始和期望的資訊將提前向家長和學生公佈。 

如未能提前發佈，計劃將在開始的首天發佈。如有需要，中學主任可能會在每週一

向家長和學生發送有關最新情況的電子郵件。 

6. 收件人 

家長和學生是所發布資訊的接收者。 

7. 獲得支援的方式 

家長和學生可以獲得以下不同類型的支援： 

(a) IT支援–通過電子郵件 support@acm.edu.mo 聯繫 IT 部門 

(b) 教牧或學術支持–科任老師、班主任、級組長或科目主任的電子郵件和 
SEQTA 

(c) 其他–學校電話 2885 0000 

8. 作業和反饋 

作業應根據科任老師的指示在 SEQTA 上提交。 

成績和反饋應盡快在 SEQTA 上公佈。 

 

備註: 與評核相關的規則，請參照本校《校本學生評核規章》，並以《校本學生評核 

規章》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