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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DEMECUM 

PER LE FAMIGLIE

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帮助学校与家庭之间的沟通，
引导学生和家长，以因应各方面需求的学校生活。

培训计画培训计画培训计画培训计画
Offerta Formativa (简称 POF) 培训计画的是经由学校所指定认定之文件：
为告知该学校机构之特殊学校校规条文，该学校的学校文化教育动机以及其教育要点实施动作，学校的课程设计安排，
课外活动，校外教学和各项组织的活动。

组织结构图组织结构图组织结构图组织结构图

学校校长为 SERGIO PAGANI教授
其办公室在每天自上午 09.00至下午 13:00接受办理学生的所有相关文件，但如可事先预约时间较好。

教 育 处 秘 书 办 公 室教 育 处 秘 书 办 公 室教 育 处 秘 书 办 公 室教 育 处 秘 书 办 公 室       

家 长家 长家 长家 长 

星期一至星期六: 11.00 – 12.30

星期二: 14.30 – 16.30

学 生 

星期一至星期六: 10.45 – 11.10

星期二: 14.30 – 16.30

课程时间表课程时间表课程时间表课程时间表

7.55 学生进校

8.00 – 8.55 第一堂课

8.55 – 9.50 第二堂课

9.50 – 10.45 第三堂课

10.45 – 11.10 休息时间

11.10 – 12.05 第四堂课

12.05 – 13.00 第五堂课

13.00 – 14.00 第六堂课

行事历附表行事历附表行事历附表行事历附表

周二上午，供家长与老师讨论其子女无论是有关学校的或是学生之任何
问题。学生家长接待处，。其开放间如下:

每周星期二开放时段为: 9 /11至 11/01以及 22/02至 10/05，第二开放时段，
可在网站上查询。

每年亦有两次的下午开放时段，日期为：在 14/12以及 19/04。

而每班级家长代表对班级建议以及校董会建议和选举将于 25/10举行。

学校班级第一季交付家长其学生成绩单的时间将是在 8 /02。



交付时间更改交付时间更改交付时间更改交付时间更改

在可能会出现其他的特殊情况时,（ 如 :许多教师缺席，学校旅行，等等。）延迟收取及提早收取。
在这种情况发生时，学校将会在几天前告知学生收取学堂测验时间。并且将会及时对学生家长做通知。
所有的学堂测验都将会在课堂上提出书面通知,并收纳至班级注示纪录本中。若学堂测验日程安排在同一天，将通过 S
MS通知给家长（如入学申请登记表格所填写的）。
因由于学校教师或学校相关工作人员的罢工事件发生时，则会在美学生联络簿上给予家属发出通知，而家长亦可以从
新闻或教育网站看到其新闻。

教学和教育评价教学和教育评价教学和教育评价教学和教育评价

以下是摘錄自 P.O.F. del Vallauri. 關於學生成績評估表,紀錄於表上的各科成績均為學生學年度表現評量考核。所有
的成績考核以數字來區分高低，而所有在表格上教師填寫的分數 ,即是該學生的學習結果總評。 根據這些學習成績,該
學生將得知其是否順利升級，開除或留級等。

在评估过程中是行动学习和举止教育必须达到两个基本要求：

� 让教师在任何时候都了解班级课程的进展类和个别学生的学习状况，如果有必要时可适时介入帮助，并 持续性 的“ “
纠正措施或调整教学，以提高学生班级之学习效率;

� 对每一个学生的学习做评估，确实了解学生之程度绩效既定目标达成。

学生的成绩考核评估的认知程度成绩,如下列的十分级数字成绩表：

1 – 3 
拒绝接受任何方式的主题或教学活动赤字，不积极参与及对话的教育，没有学习到及获得的任何程度所需的技能。
 

4
认知行为高度松散不集中，具体的语言表达方面，有严重不足之处，在学习上仍有多方困难处。

5
认知行为高度松散表面性的理解，尚未能完全灵活运用，语言方面还是有困难的，在陈述时也还有其不稳定性。

6
其认识认知仅于少数方面,但在可接受范围，其语言方面基本可以了解的，但还不足以运用在更深的学习环境。

7
知识学习完全，语言方面运用适宜，近大部份的学习都几乎可以自己完成学习。

8
学识是完整的，全面了解，可有独立学习能力，能够有效地单独作业，其语言总体是丰富的和适当的。

9 – 10 
除了上面列出的各项特性，展示了其独特的分析能力，整体综合上均适当，独立完成工作以其突出的原创性和创造力。

在评估学习成绩的各个测试（有笔试，口试，实际运用，整体结构，等等。）采用其各项测试的特点且为以及各项密
切相关的测试。
所有学生课业学习测验成绩的表格及评分标准,将在测验前告知学生，使所有课业的学习测验以达到公开性及客观性。
整体的学习测验评分分为两次,将在上学期学年度及下学期学年度结束时,而每学科科目评分分级都是以此十段成绩做
为给分,，所有学科的学习成果成绩是用于确实了解学生之学习程度（学有所成）两者的主要共同的目标。

学习奖学金学习奖学金学习奖学金学习奖学金

每个班级议会确选一位优秀成绩表现学生,此学生将获得学校颁发的奖学金，学校奖学金可在电脑电子商店和书店使
用。每奖学金金额为价值约 150.00欧元(一百五十欧元)。

学校奖学金制度是为学校学生总学习成绩年度比赛的奖励,目的在于奖励有优秀成绩表现的五年级学生，总计有两名
优秀学生可获得“Fusari”奖学金。

教育合作方面的责任公约教育合作方面的责任公约教育合作方面的责任公约教育合作方面的责任公约



在根据学校服务之约章，相关规则机构，所有女学生及学生的法规概述，该学校部门机构已经制定了一项协定学校与
家庭之间的教育合作（根据法规 DPR 245/2007）。这是一个教育培训合同，具有约束力集合家庭和教师推行共同教
育目标，教育促进我们的青年一代。

在每年年初时段，每个有学龄学生的家庭都会收到一份副本，此文件必须由学龄学生父母其中一方之家长签署，最后
此文件必须缴交至学校班级班级主任。

学分不足和重修课课程学分不足和重修课课程学分不足和重修课课程学分不足和重修课课程
学分成绩不足,是指学生在某学科学习严重不足。
每个班级会议，在学期中期及学期期末针对学校学习评分考察，依各科学习科目审核,尤其成绩不足之学生于以评价，
或是鉴定有学习不完整充分以及严重学习困难。
在每学年学期结束时，教师在班级会议时与家长会见面谈，递交学生之学习成绩单以及告知家长若有任何学生需要补
修学分事宜（于周二，2 月 8 日）。
自二月中旬到四月初，学校除了既定进度的共同课程之外（正规学校教学进度及时段），同时将筹办额外的辅导课程
(下午时段)。额外之辅导课程是指除了既定进度的共同课程之外之额外课程辅导（正规学校教学进度及时段），额外
之辅导课的时间表将通知公告在学校学生记录本上。额外之辅导课的学生出席参与是强制性的，但学生家长可以参与
决定学校额外之辅导课程的协调安排，学生家长必须通过学校秘书室所有的专用通知报告的表格卡。在完成每个额外
辅导课程的学生,将进行额外之辅导课程的检测，其成绩评价将作为决定其学生之学期成绩是否通过进级或者未通过
学习成绩测验。
在学校学期年度结束时,班级会议将给予学校每名学生行为以及学业总体成绩，而将作出最后判断裁决,决定学生是否
晋升到下一年级或将被于以留级重复其原年级或将于以开除学籍。学生家长必须在学校校长秘书室取回期学生之不及
格之学习测验成绩以及相关学习测验成绩之文件资料等相关来文，提领时间是自当日正午十二时在班级会议举行后。
由学校组织安排在暑期的额外辅导课程的以及其开始结束日期等,所有的相关通知都将告知在学校学生记录本上公告
给学生家长。而额外辅导课程的学习成绩测试将在九月举行，测验成绩出来时班级会议将开会讨论其学生在参与额外
课程后的学习成绩结果，及其学生之原学习成绩做比较研讨,在进一步做出总决定决定其学生之成绩是否达到可升级
织程度与否。其学生之家长将自前往学校,在学校校厅公布栏上将有学校公告通知张贴的。

学校记录本，申请文件副本，网站

学校记录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用于管理学生的出勤和迟到早退。

学校秘书事务处签发须知，详情章节如下：

a）低年级学生，需连同申请注册一并完成（7月底以前），而家长必须亲自至校领取，并在记录本上签名签名;

b) 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五年級的學生，家長（或學生本人如已達成年年齡成人）將在 9月 30日前前前前親自至校領
取小冊子學校記錄本，並在記錄本上簽名。秘書處必須存檔所有學生家長的簽名如果家長認為學校記錄本有必要簽父
母雙方家長的簽名亦可。
c) 学校学生办公室，在学校每学年度其间及采用类似的程序，在学生已全额缴款后，可供应学生家长申请拷贝期学
生之记录文件副本：例如因遗失，或遭窃取，等其它因素所造成学生文件遗失情况。未达成年年龄之学生及成年学生
要申请文件副本时,学校将仅交呈于学生父母,或在场有父母陪同前来提领了。学校秘书办公室有其职责将妥善的保存
学生的所有相关文件,并有其职权监管控制学生相关文件副本发出。

学校为提供学生使用的影印服务，用此影印服务的学生必须先向学校预购影印卡持有影印卡才可使用影印机 ,此卡将
使用在影印机一旁之入卡处才得使用。可因学生个人使用情况来选择购买影印卡的学生，影印卡分别有 100张复印，
200张复印或 300张复印等不同张数选择,各种类复印卡均可以现金向学校购买现金。

此外，学生若临时需要复印时亦可在学校总机处购买到影印卡。

有关学校讯息网站地址为有关学校讯息网站地址为有关学校讯息网站地址为有关学校讯息网站地址为  www.vallauricarpi.it 如同所有网站如同所有网站如同所有网站如同所有网站，，，，提供所有有关提供所有有关提供所有有关提供所有有关 IPSIA Vallauri 相关资讯且收集和提相关资讯且收集和提相关资讯且收集和提相关资讯且收集和提
供交换相关信息供交换相关信息供交换相关信息供交换相关信息，，，，给与所有的学生和家长给与所有的学生和家长给与所有的学生和家长给与所有的学生和家长。。。。所有的市府各学区通告以及通知学生家长的所有通知所有的市府各学区通告以及通知学生家长的所有通知所有的市府各学区通告以及通知学生家长的所有通知所有的市府各学区通告以及通知学生家长的所有通知，，，，在网站上均有所在网站上均有所在网站上均有所在网站上均有所
有相关资讯公告的公布的有相关资讯公告的公布的有相关资讯公告的公布的有相关资讯公告的公布的（（（（在左下方在左下方在左下方在左下方)。。。。该网站内亦还包含学校会议教育局会议等举行之时间表该网站内亦还包含学校会议教育局会议等举行之时间表该网站内亦还包含学校会议教育局会议等举行之时间表该网站内亦还包含学校会议教育局会议等举行之时间表，，，，及其他各项学校活及其他各项学校活及其他各项学校活及其他各项学校活
动内容动内容动内容动内容。。。。

如使用正确的密码进入网站如使用正确的密码进入网站如使用正确的密码进入网站如使用正确的密码进入网站,网站亦将提供缺席等相关咨询网站亦将提供缺席等相关咨询网站亦将提供缺席等相关咨询网站亦将提供缺席等相关咨询。。。。

请假缺席请假缺席请假缺席请假缺席，，，，迟到和早退迟到和早退迟到和早退迟到和早退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



1. ...缺席时间在缺席时间在缺席时间在缺席时间在1至至至至5天天天天：：：：

如果在请假过后返校第一天，立即交给班级老师学校登记簿，登记簿上有父母其中一方之签名，此种情况可立即返校
上课。即使是成年学生亦须填写证明（根据法律规定，成年学生亦可自行填写此证明）。而在特殊情况下，万一不小
心将学校登记簿遗忘在家里时，学生可以在第二天将学校登记簿交给学校。但在三天内若无缴交缺席之理由原因的缺
席，学校不接受并且将通知学生家长。

2. ...缺席时间在连续缺席时间在连续缺席时间在连续缺席时间在连续6天或天或天或天或6天以上天以上天以上天以上：：：：

依照法律规定，其缺席理由必须据有且充分，且必须经由医生诊断证明，证明学生确定已完全治愈（为维护班上其他
同学其学校师生免受感染的可能）。
如果缺席原因是出于其它因素时（如家庭因素等）其他疾病等，学生在学校时应提出缺席的原由,,以及依份有父母双
方签名之同意受权书写明其缺课的理由。

3. ...迟到迟到迟到迟到：：：：

如迟到情形发生，必须是因为有特殊情况之下及偶尔发生才允以接受（例如可能是由于交通方面的原因或者严重事件
发生等）。学生遵守准时进校时间，是对教师及对同学们的基本的尊重，并是避免干扰上课课程的基本礼仪。因此，
准时进校这基本礼节应始终严格遵守并做到。如迟到情形一再发生，学校教师将会通知学生之家长。而迟到情形发生
时，迟到之原因理由必须填写在学校登记簿上并在隔天交回。若该学生并没有向学校提出迟到的理由 ,学校将不允以
进校且学校秘书办公室有其责任立即通知学生家长,而学校将不须负责其学生之行为责任。学校班级教师及学校员工
有其职责必须将学生不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准时进校的情形纪录在登记本上,亦据实的填写在学生个人学籍记录,未成年
学生需由父母其中一方家长签名签名而成年学生亦同。

6. ...在前放学前最后一小时提前离校在前放学前最后一小时提前离校在前放学前最后一小时提前离校在前放学前最后一小时提前离校：：：：

提早离校，仅接受是偶发特殊情况。
提前离校的请求申请,必须在上午10点45分之前,填妥学校登记簿交予学校秘书室,由学校校长或校长职务代理人审核
签字。未成年的学生只有在其父母陪同知情况,才可以提前离开学校;而如有父母无法陪同提前离开学校知情况时，学
生的父母必须以电话请示学校校长。成年的学生可以自行填写提前离校申请,但必须要有父母双方签字的同意授权书
学生将在课堂休息时间取回学校登记簿,而班级老师亦会在班级登记簿上,登记填写学生提前离校之时间

7. ...申请长期提前离校许可？

对于那些参加其他类型的学习活动等（寄宿学校）或拥有特别体育长才所参加的运动项目，此等特殊原因必须长时段
提前离校之学生，其提早离校之要求申请,必须由家长在学校开学一开始时，向学校附上所有证明文件才得以提出申
请的要求。
学校有责任在此指出，上述长期提前离校许可证,可能造成学生严重的教学学课损失，因此家长在提出此申请前必须
严谨慎重评估其利弊性。
机构编织机构编织机构编织机构编织

班级会议班级会议班级会议班级会议
包括学校所有班级教师,加上两位学生家长代表以及两位学生代表。
会议不在学生上课时间进行，此会议为提供校方制订学校相关教育的建议方案和教育（教科书，教学方案，其他综合
活动，教育教学旅行，校外参观等）以及作为并促进教师，家长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

学校校董会学校校董会学校校董会学校校董会
这是校院的最高组织会议: 学校校长（依国家法律指派），教师团体选出教师代表，ATA团体选举出ATA代表，家
长团体选出家长代表，而学生团体选出学生代表。
此议会是由一名家长代表来主持。

班级集会班级集会班级集会班级集会



申请开班级会议（可于十月至五月开会,每月可有两小时的会议时间），学生或家长代表需至学校秘书室索取并填写
申请表单,之后再取回学校校长同意授权表。
学生申请班级集会的申请表,该表格必须有教师签名及签署时间，方才可以进行此会议。班级集会期间，将建议针对
班级上之提议及意见来讨论，所有讨论内容必须写在一份报告中：班级会议是一个给学生相互讨论的机会 ,有其重要
性的结果，在会议中大会，任何发言建议都将视为建言，并尊重每个发言权。各学生代表们将各有时间性的发表意见，
会议记录将在开会后五天之内,缴交至学校秘书办公室而班级并留存有其复印本。会议记录将成为日后申请班级会议
的必要因素及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