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告編號：20/05/239(PA) 

真鐸學校(2019-2020 年度) 

學生復課安排通告 

敬啟者： 

教育局於本月 5日宣布全港學校分階段、有秩序地逐步復課，並實施半日上課。本校已根據教育

局及衛生防護中心的指引制定本校復課的各項安排，茲將詳請臚列如下，敬請家長垂注。 

年級 復課日期 上課時間 放學時間 

小四至小六 6月 8日(一) 
上午 8:15 

下午 1:10 

小一至小三 6月 15日(一) 下午 1:00 

備註 1. 若個別家長對復課有所顧慮，並決定讓子女留在家中，請於6月5日前致電本校登記，本校   

會彈性處理學生告假事宜。  

2. 本校開門時間為上午7:45，請學生切勿過早出門回校，以免在街上流連。 

3. 由6月15日起，祈請四至六年級學生能提早於8時前到校，以分散人流。 

 

1.本校因應復課有以下安排： 

1.1 
開放校舍 

就讀一至三年級的弟妹於 6 月 8 至 12 日，若需要隨同四至六年級的兄姊回

校，請於 6月 5日前致電本校登記，以便作出安排。 

1.2 
保姆車 

 照常服務：上學候車時間不變；放學下車時間，由鄭姑娘個別通知家長。 

 學生乘車時，必須戴上口罩。 

1.3 功輔班 照常服務：可自備午膳或向午膳供應商訂餐，訂餐詳情容後公佈。 

1.4 個別小組訓練 由相關機構，繼續以網上學習形式與學生進行。 

1.5 防疫注射 小一、小五及小六的防疫注射安排，待收到衛生署通知再作安排。 

1.6 午膳退款 將於 7月 17日前安排退款。 

1.7 家教會 定於 6月 26日(五)晚上 6時舉行。 

1.8 取消之項目 

 課後學業輔導班、升中學習活動及成長的天空活動。 

 專科班/校隊：相關機構會安排於 6月份內退款；新學年之報名將於九月開
學後進行。 

 加強輔導小組：本年度參加第二期課程的學生，將安排於下年度參與第一
期課程。 

 

2. 學生學習安排 

事項 最新安排 

2.1 

上課日 

及 

暑假 

 於復課日須帶回校的功課、書簿及物資等，將另行通知。 

 本學年所有課本、作業、補充等不可棄掉，必須保留至下學年使用，敬請垂注。 

 本年度最後一天上課日為 7月 17日(五)，暑假延至 7月 20日(一)開始。 

 小四學生安排於 7月 20至 23日（一至四）進行中、英、數補課。 

 小五學生安排於 7月 20至 23日（一至四）進行中、英、數、常補課。 

 小六學生於 7月 13 至 17日期間，如需參與中學的暑期課程或活動，可向本校請假。 

2.2 

復課前 

網上學習

安排 

本校發放復課前最後一周之自學教材日期如下，以預留復課前一周讓學生整理課業：  

小四至小六 5月 25至 29日 

小一至小三 6月 1至 5日 

2.3 考試安排 

小一至小四 

及 

小六 

取消考試 

 改為於 7月初於課堂上進行中、英、數、常評估，以鞏固學生所

學；積分不會列入成績表內。 

小五呈分試 定於 7月 6、7、8日(星期一至三)進行，詳見呈分試安排通告。 

2.4 默書 取消 

2.5 多元智能活動 取消，安排德育課。 

2.6 試後活動 取消，進行課堂教學。  



 

 

事項 最新安排 

2.7 結業禮 7月 17日，將安排分級進行，恕未能邀請家長參與。 

2.8 畢業禮   7月 4日(星期六)下午 3至 4時，只邀請小六畢業生及其家長參與，詳情容後公佈。  

2.9 謝師宴 取消 

2.10 校友重聚日 取消；須視乎疫情發展而決定復辦日期，請留意校網最新消息。 

 

3. 半日制班別時間表 

時間 課堂 備註 

8:15-8:25 班務  放學時，為免人流聚集，本校

暫停開放平台廣場予一、二年

級家長攜接子女。 

 將安排全校學生於籃球場側 

分批讓家長攜接子女放學。 

 小一至小三放學時間為 

下午 1:00  

 小四至小六放學時間為 

下午 1:10 

 請家長配合本校安排， 

不宜過早到校等候。 

8:25-8:55 第一節 

8:55-9:25 第二節 

9:25-9:55 第三節 

9:55-10:10 小息一 

10:10-10:40 第四節 

10:40-11:10 第五節 

11:10-11:40 第六節 

11:40-11:55 小息二 

11:55-12:25 第七節 

12:25-12:55 第八節 

12:55-1:00 
班務 

小一至小三  

12:55-1:10 小四至小六  

 

4. 上課時注意事項 

事項 最新安排 

課室/課堂安排 

 學生以「面對背」方式單行排坐，教師以單向方式授課。 

 盡量使用課室／環境的空間，以保持學生之間的距離。 

 取消小組討論；共用視藝科用具及電腦科設備前後均會安排學生以消毒液搓手。 

 無論開啟冷氣機或電風扇時均會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小息安排 

 教師會看管學生進食，並安排學生進食前後清潔雙手；不可交換或分享零食。 

 學生進食後，必須立刻戴上口罩，才能前往洗手間。 

 圖書館暫停開放，有需要還書的同學請將書本放入「還書箱」內。 

放學安排 家長必須出示家長證、戴上口罩、量溫及消毒雙手才可進入校園。 

 

5. 復課相關措施 

5.1 在停課期間，本校已全面清潔及消毒校舍，並已購置防疫物資。 

5.2 要讓學生在清潔和安全的環境下學習，家長及 貴子女的合作至為重要。我們懇請家長除了加
強家居衞生外，並嚴格實行下列措施： 

5.2.1 留意 貴子女的健康狀況，如出現病徵，如乏力、乾咳及呼吸困難等，尤其發燒， 

切勿上學，並立即求醫； 

5.2.2 每天上學前如實為 貴子女量度體溫，並填寫在手冊內； 

5.2.3 

 如證實 貴子女患上 2019 冠狀病毒病，必須立刻通知本校。 

 如 貴子女被界定為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必須按衞生防護中心的指示進行檢疫，
切勿回校，並立即通知本校。 

 任何人士於接受強制檢疫期間，均不得離開指定的檢疫地點，亦不得進入本校；如本
校發現有人違反檢疫令並進入校園，會按教育局指引，立即通知執法人員。 

5.2.4 為防感染，請督促 貴子女於上學途中必須戴上口罩，包括乘坐保姆車或其他交通工具
時都要配戴口罩。 

5.2.5 如無必要，勿讓 貴子女到人多擠迫的地方。衞生署亦強烈呼籲市民應避免所有非必要
的外遊計劃。 



 

 

6. 申報「學生外遊及健康狀況」 

本校將於6月初以Google Form形式詢問家長有關「學生外遊及健康狀況」，以便教師了解學生的健康

情況，內容包括以下四項資料(詳細內容可參閱附件一)： 

(a) 14天內的學生外遊紀錄 

(b) 學生是否曾經確診 

(c) 照顧學生、或與學生同住的人士的健康情況 

(d) 學生的健康狀況 

備註 於復課日如學生仍在強制隔離的14天內，切勿回校上課。 

 

7. 其他 

7.1 
防疫用品準備：請每天為 貴子女準備防疫四寶：包括紙巾、兩個後備口罩、口罩夾、消毒濕紙

巾/消毒搓手液；本校於復課日會派發每位學生一個口罩夾及政府給予每位學生的銅芯抗疫口
罩。 

7.2 如需購買夏季校服，請自行前往金綸服裝有限公司：旺角太子道西 218-220號地下， 

電話：2380 3660（營業時間：星期一至五 10:00-17:00；星期六 9:00-19:00）  

 

8. 附上相關網址供家長參閱 

教育局 

1 

預防傳染病在學校傳播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sch/diseases-

prevention/guidelines-covid19.html 

2 
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進行音樂、視覺藝術學習活動的指引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new/index.html 

3 
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進行體育活動的指引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e/news/index.html 

衛生防護中心 4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2742.html 

 

家長仍須密切留意教育局及本校公佈的最新消息。如有任何查詢，請與陳副校長或李月薇主任

聯絡。 

願神保守大家健康平安！ 

 

此致 

貴家長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二日 

 

__________________  

梁淑嫻校長 謹啟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sch/diseases-prevention/guidelines-covid19.html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sch/diseases-prevention/guidelines-covid19.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new/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e/news/index.html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2742.html


 

 

 

 

 

學生外遊及健康狀況 

 

甲部──14天內的學生外遊紀錄 

 本人子女在復課前14天內沒有離開香港 

 本人子女在復課前14天曾到訪香港境外的國家／地區 

 離港時期：由2020年___月___日(離港日期) 至___月____日(抵港日期) 

 外遊地點（請列明國家及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 

 

乙部──學生是否曾經確診 

 本人子女沒有證實患上「2019冠狀病毒病」。 

 本人子女曾證實患上「2019冠狀病毒病」，並已痊癒。 

 留院日期：由____月____日至_____月_____日 

 

丙部──照顧學生、或與學生同住的人士的健康情況 

 照顧本人子女、或與其同住的人士均沒有證實患上「2019冠狀病毒病」。 

 照顧本人子女、或與其同住的人士中，有證實患上「2019冠狀病毒病」，現已經痊癒／仍留

院醫治/出院進行藥物治療(請刪去不適用者)。 

 該患者和本人子女的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照顧本人子女、或與其同住的人士中，並沒有被衞生署界定為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的

「密切接觸者」。 

 
註： 「密切接觸者」一般指曾經照顧患者、與患者共同居住或曾經接觸過患者的呼吸分泌物和體液的人士。 

 

丁部──學生的健康狀況 

 本人子女沒有咳嗽、氣促、呼吸困難或咽喉痛等徵狀。 

 

 

 
 
 
 
 
 
 
備註：有關申報「學生外遊及健康狀況」之資料仍根據教育局函件而定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sch/diseases-
prevention/edb_20200505_chi.pdf 

附件一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sch/diseases-prevention/edb_20200505_chi.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sch/diseases-prevention/edb_20200505_chi.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