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通告： 2 /上 (2020-2021)
各位家長：

有關「新學年注意事項」事宜
新學年開始了！由於預計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仍會持續一段時間，教育局宣布學校需暫停面授
課堂和校內活動。本校會繼續以網上課堂進行教學，讓學生可持續學習。
(甲)有關「開學週及須注意事項」事宜
(一) 本 校 一 直 致力為同學締 造理想的 學習模式，讓同學在愉快的環境中獲得多元化的學習
機會。9 月 1 日（星期二）至 9 月 4 日（星期五）為「學習啟航周」，首兩天上課時間
為上午 8 時 45 分至 10 時 30 分，接着兩天上課時間為上午 8 時 45 分至 11 時正。在
「 學 習 啟 航 周 」 期 間 ， 班 主 任 會 向 同 學 講 解 ZOOM 課 堂 規 則 、 認 識 如 何 啟 動 Google
account 及 Google Classroom，接着兩天會安排中、英、數、常各一節的學科時間，讓
學生逐步適應新學年的學習生活。請同學按 8 月 31 日派發的啟航週上課時間表預備課
本準時上課。
時間

日期

9 月 1 日(星期二)

8:45am-9:00am

點名、講解 ZOOM 課堂規則

9:00am-9:30am

開學禮

9:30am-10:00am

小休

10:00am-10:30am

處理班務、填寫家課冊須知、講解 8 月 31 日派發的通告

時間

日期

9 月 2 日(星期三)

8:45am-9:00am

點名、講解 ZOOM 課堂規則

9:00am-9:30am

認識啟動 Google account 及 Google Classroom

9:30am-10:00am

小休

10:00am-10:30am

認識啟動 Google account 及 Google Classroom

時間

日期

9 月 3 日(星期四)

8:45am-9:00am

點名及重要事項宣布

9:00am-9:45am

學科時間(中/英/數/常)

9:45am-10:15am

小休

10:15am-11:00am

學科時間(中/英/數/常)

時間

日期

9 月 4 日(星期五)

8:45am-9:00am

點名及重要事項宣布

9:00am-9:45am

學科時間(中/英/數/常)

9:45am-10:15am

小休

10:15am-11:00am

學科時間(中/英/數/常)

(二) 9月7日（星期一）開始，上課時間為上午8時30分，放學時間為下午12時10分。下午1時
30分至2時15分設導修課時段，讓同學可隨時登入 ZOOM課堂向老師請教功課。
星期
課節
一
二
三
四
五
時間
課節
一

8:30am–9:05am
10 分鐘

二

息

10:50am–11:25am
小

休

11:35am–12:10pm
12:10pm–1:30pm

六

休

小

10 分鐘
五

小

10:00am–10:35am
10:35am–10:50am

四

休

9:15am–9:50am
10 分鐘

三

小

1:30pm–2:15pm

午
英文導修

中文導修

膳

數學導修

放

常識導修

班主任
課/課研

學

(三) 在原定的上課日，學校會配合需要，安排教職員當值，處理校務及回答家長查詢，亦會
清潔校園及消毒。如有家長暫時未能安排親友照顧子弟，請最少一天前致電回校登記，
以便安排人手照顧。惟因校車及午膳 服務並未開展，家長需自行安排 貴子弟午膳、自
備飲用水及自行安排接送 貴子弟往返校園，並須穿著校服按正常上課時間回校。所有
進入校園人士，敬請自備及適當配戴外科口罩，學校將不會提供。
(四) 如學生在加入ZOOM過程中有疑難，請在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8:30-下午5:00)致電
學校IT支援查詢，電話6396 1075，會有專人解答及指導。
(五) 校方在舉辦活動及學習過程中，會進行拍攝或錄影，可讓家長及公眾人士透過學校網頁、
學校刊物及學校展覽等，認識學校及鼓勵學生作良好表現。若家長對學校使用學生及家
長的相片、錄像及作品等用於教育及推廣用途上有任何意見，請聯絡班主任。
(六) 如 家 長 須 為子女的弟妹申請入讀 本校 2021-2022年度小一，必須於 9月 15日(星期二)或
以前填妥學生手冊第 1頁，並貼上學生穿著整齊校服的近照，交回學校校務處 轉交班主
任檢查及蓋印。
(七) 學生手冊為學生的重要文件，請家長用黑色或藍色原子筆 小心填寫手冊第1頁「學籍登
記簡表」。「學籍登記簡表」內的「現在班級號碼」可留空，暫不用填寫。除本年度的
新生外，家長可參看上年度的學生手冊，正確填寫「註冊編號」及「學生編號」。填妥
後，請貼上學生穿着整齊校服的近照，並交回學校校務處轉 交班主任檢查及蓋印。

(八) 因疫情關係，本校校服供應商暫停到校為學生度身訂購 冬季校服的服務。如家長欲為子
女購買冬季校服，請於9月18日(五)前親臨校服供應商「華生針織製衣廠」度身訂購冬
季校服，供應商將於 11月中旬派發已訂購之冬季校服。
校服供應商：

華生針織製衣廠有限公司

門市地址：

北角渣華道128號渣華商業中心12樓1201A室

營業時間：
查詢電話：

星期一至星期六 ─ 上午10時至下午1時
下午2時至6時30分
2728 6562

/

2387 2537 /

2880 0951

(乙)有關「2020-2021 年度上學期視藝費」事宜
本年度上學期一至六年級視藝費每位學生$ 30，上學年已收取了 2019-2020 年度小一至小五下學
期視藝費，並保留作本年度上學期視藝費用。
現只收取 2020 年 9 月入讀本校的小一新生及各級插班生$30 視藝費，只接受現金付款，請把費
用於 2020 年 9 月 4 日(星期五)交回學校。
(丙)利用短訊服務加強家校聯絡
經家長教師會的協助，學校已引入「手機短訊（SMS）通知」服務系統，作為與家長的輔助緊急
聯絡之用。此項短訊通知服務的費用全免，家長提供手機號碼亦屬自願性質。有興趣使用此服務的家
長需提供一個可接收短訊的手機號碼（只適用於香港電話號碼，號碼必須為 5,6,9 字頭），並將資料
填寫於回條交回班主任收集。
(丁)各班中、英、數、常科任老師
班
級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班
級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6A

黃翠嫻

*鍾卓倩

關麗嫦

關麗霞

3A

*徐正東

朱素貞

高穎琳

*徐正東

6B

何雪蓮

*吳楚泳

陳國華

陳佩玲

3B

*黃慧姬

黎明芝

楊偉達

*黃慧姬

6C

石麗珍

*李柏麟

*李柏麟

黃婷姿

3C

黎曉芯

*關麗霞

韓海霞

何家寶

6D

*余鳳英

陳佩玲

陳雪瑩

曾敏瑤

3D

陳麗詩

吳楚泳

*陳俊諺

*陳俊諺

5A

何家寶

*朱佩彤

蔡怡華

王偉真

2A

袁德璋

伍達仁

*王佩儀

*王佩儀

5B

張海嵐

*朱素貞

高穎琳

余鳳英

2B

*黃惠興

曾佩君

蔡怡華

石麗珍

5C

*韓海霞

譚樂欣

陳茗茵

麥肖娟

2C

陳玉麟

*黎明芝

朱佩彤

王頌惠

5D

趙琼

方崇穎

*陳雪瑩

*陳雪瑩

2D

*施靜柔

方崇穎

陳俊諺

趙琼

4A

*麥肖娟

曾佩君

黃婷姿

黎曉芯

1A

*黃婷姿

關麗霞

陳茗茵

方崇穎

4B

林奕儀

*曾佩君

王佩儀

黃惠興

1B

黎曉芯

譚樂欣

*曾敏瑤

吳楚泳

4C

楊偉達

鍾卓倩

*陳國華

*陳國華

1C

*李德儀

朱佩彤

*李德儀

趙琼

4D

*王偉真

伍達仁

關麗嫦

*王偉真

1D

施靜柔

譚樂欣

*王頌惠

*王頌惠

*為該班班主任
駐校社工：樊婉婷姑娘、陳家瑜先生
3BD中文輔導班陳玉麟老師
5C1中文分組協作袁德璋老師

4AC英文輔導班黎明芝老師
5CD英文輔導班朱素貞老師
3B1 數學分組協作趙琼老師
6CD 數學輔導班曾敏瑤老師

(戊)有關「學校投訴管理安排」事宜
校本《學校處理投訴指引》已於2017年9月1日正式開始執行有關指引。如家長欲了解校本《學校
處理投訴指引》，可在學校網頁查閱或親臨校務處閱覽印刷版。本校一向重視與各持分者聯繫與溝通，
藉以建立緊密合作的夥伴關係。
《學校處理投訴指引》闡述本校處理投訴的原則、政策及程序，目的是
建立一套公平、公正、公開的校本投訴管理制度，讓學校能按既定的程序有效地處理投訴，並透過與持
分者充分的溝通，共同磋商，解決問題。
(己)有關「校本管理費」事宜
政府一直增撥資源，為學生提供優質學習環境，其中包括為學校支付冷氣費用。有鑑於此，經學
校管理委員會一致通過，由上年度開始，不徵收校本管理費。
(庚) 有關「學校出入口安裝閉路電視系統」事宜
為了加強學校的保安，確保師生安全及學校財物，本校在校舍主要出入口，包括學校大門、車閘
及戶外公眾地方安裝了閉路電視監察系統，作二十四小時監察進出校舍的人士。所有設置了閉路電視
鏡頭的地點都會張貼出告示牌，以作提示。
本校的閉路電視監察系統所攝錄的影像只會用作保安用途，攝錄的影像在兩個月後會自動刪除，
以確保學生及教職員私隱得到最大的保護。任何人士欲查閱校內閉路電視系統所監察及錄取之資料，
必須提出與此系統用途相符合的充分理由，並向校方申請。所有儲存的影像只有經授權的人士才可檢
視、提取或處理。
(辛)使用急症室須知
1. 學生在校內如因受傷或患病，經校方救傷組老師初步觀察作出建議後，如認為有需要送院治理，而
時間許可者，校方會先與家長聯絡，取得共識，再作進一步行動，故此家長必須清楚填寫緊急聯絡
電話，如有更改，請盡快通知校方。
2. 倘學生受傷或情況緊急，實有送院救治之必要，校方會召喚救護車，先行把學生送往就近醫院之急
症室救治，並盡快與家長聯絡，家長需盡快趕往學校或急症室辦理所需手續及繳付費用。
3. 根據本區救護車一般處理，將送往就近之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急症室。
(壬)簽閱通告
1. 學校通告分兩類。第一類通告是發給全校學生，第二類是發給部分學生。另家長教師會及校友會亦
會透過家長教師會通告及校友會通告向家長發放訊息。請家長按時簽閱通告及學生手冊「學校通
訊」。
2. 學校與家長溝通的渠道：
 老師有需要時會致電或與家長面談有關學生的學習情況。
 校方如欲會見家長，將以電話、學生手冊或通告通知家長到校時間。
 家長如欲會見校長或教師，請先致電學校預約有關安排。
(癸)回校繳交通告及費用安排
新學年開始，有很多重要的通告回條、費用及服務申請表必須交回學校辦理及跟進。現安排家長於
9 月 4 日到校繳交。為免大量人群聚集，請家長按學生就讀的年級及指定時段到校，有關安排如下：
9月4日
(星期五)

上午
9:00-10:00

上午
10:00-11:00

上午
11:00-12:00

下午
12:00-1:00

下午
1:00-2:00

下午
2:00-3:00

五年級

四年級

三年級

一年級

六年級

二年級

註：如有兄弟姊妹就讀本校，家長到校時可一併繳交回條、費用及服務申請表。
回校人士必須佩戴口罩及在校門入口量度體溫，然後到活動室交回條、費用及服務申請表。

校長: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梁靜宜)
--------------------------------------------------------------------------------------------回 條
※請另頁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通告： 3 /上 (2020-2021)
各位家長：
有關「學生健康服務/學童牙科保健計劃」事宜
由衞生署舉辦之「學生健康服務」及「學童牙科保健計劃」，本年度已開始為小一至小六學生提
供服務。衞生署將為所有參加學童編排時間，然後分發檢查通知書到所屬學校，由學校轉交家長。請
家長依時陪同子女到指定地點應診。
請填妥「申請表及同意書」
，連同款項 30 元(參加牙科保健者適用)，於 9 月 4 日(星期五)交回學
校轉班主任辦理。
參加者請留意以下事項：
1. 各級編排的應診時間未必相同。
2. 如需更改已安排之時間，請與有關中心聯絡。
3. 如有急需，參加者可於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0 月期間，携同學生手冊應診。
4. 申請前請細閱「申請表及同意書」上有關收費內容。
項目
*符合資格者
查詢熱線
學生健康服務
免費
3163 4600
學童牙科保健
每年 30 元
2892 2157
*如非符合資格者，須繳付額外指定費用。（詳見有關申請表格。）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梁靜宜)
--------------------------------------------------------------------------------------------回 條
※請另頁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通告： 4 /上 (2020-2021)
各位家長：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資料調查
本學年學校已向教育局成功申請「校本及區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津貼」，對象是為領取綜
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的學生，免費提供適切的課後支援服務；
服務包括為學生提供課後功課輔導及有關促進個人成長的訓練。因此，校方現欲進行以下的調
查，以便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有關服務。各位家長可選擇是否提供有關資料，有關資料只用於
處理有關津貼計劃的活動申請。
請家長於 9 月 4 日(星期五)填妥回條交回學校轉班主任，若家長選擇不參與是次調查，
則表示放棄參與本年度校本及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的所有活動。校方收到有關資料後，
會派發通告給予合資格的學生，通知參加是項計劃的詳情；如人數超過計劃所規定的限額，學
校會以抽籤形式決定參加課後學習支援計劃的學生。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梁靜宜)
--------------------------------------------------------------------------------------------回 條
※請另頁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各位家長：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通告： 5 /上 (2020-2021)
有關「2020-2021 年度學生書簿津貼、車船津貼」事宜
學生資助辦事處已於八月份寄出資格證明書(黃色紙)給獲成功批核為有資格申領學生資助的
家庭。請家長於 9 月 4 日(星期五)交回已填妥的證明書給班主任，以便學校證明申請學生在本校
就讀(如在九月十四日(星期六) 或之後才能遞交資格證明書，請家長把資格證明書交學校確認簽
署申請後，自行在資格證明書發出日期後的一個月內直接交往學生資助辦事處。因逾期遞交資格
證明書而造成的影響，學校概不負責)。家長交資格證明書前，請檢查是否已填妥下列項目：
A. 學校名稱（筲箕灣官立小學）及班別
B. 銀行戶口(請核對。如有漏印，請補回)
C. 擬申請的資助計劃： (i) 第 8 項 A 學校書簿津貼；或
(ii) 同時申請第 8 項 B 學生車船津貼(注意：「家居地點與學校距
離不超逾十分鐘步行範圍，或兩地之間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往來」者
----並不符合申請資格)；或
(iii)同時申請第 8 項 C 上網費津貼
D. 有/沒有申請綜援
E. 申請人(家長)簽署及填寫日期
家長需留意資格証明書中第 8 項 D 毅進計劃全額學費發還、及 E 指定夜間成人教育課程資
助計劃學費發還，並不適用於小學生。
如有任何有關申請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的問題，可向本校楊偉達主任或致電
(2802 2345)向資助辦事處查詢。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梁靜宜)
--------------------------------------------------------------------------------------------回 條
※請另頁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通告：6 /上 (2020-2021)
各位家長：
有關一至六年級學生參加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事宜
兒童經常做適量的運動，能夠促進身心健康。為了提高學童對體適能的認識及鼓勵他們經常參與
體育活動，本學年本校會繼續參加由教育局及香港兒童健康基金合辦的「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此
計劃包括體適能測試、定期運動和獎勵制度三大項目；而體適能測試項目包括：坐地前伸、一分鐘曲
膝仰臥起坐、六分鐘(六至八歲) / 九分鐘(九歲或以上)耐力跑或步行、手握力量度，這些測試會在
復課後的體育課堂中進行。香港兒童健康基金將頒發獎狀予達到指定體適能水平的同學，而學生須獲
得家長的同意，方可參與這項活動。敬請各位家長填妥回條，並鼓勵 貴子女參與有益身心的活動。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梁靜宜)

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回 條
※請另頁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各位家長：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通告： 7 /上 (2020-2021)
有關學生健康調查及申請豁免上體育課及參與體育活動事宜
為了讓校方更加瞭解學生的健康狀況及其能否參與體育活動，現希望 貴家長填妥回條及「20202021 學生病歷記錄」，以便得知學生的最新健康資料(所提供的資料只用作與本校學生保健有關的事
宜)。
體育科是本校課程的基本部分，學生均須上體育課。惟
貴家長必須留意，學童如患上某種疾
病，例如心臟病、血管疾病、肺部及氣管病、創傷未癒等，可能不宜參加體育活動。倘對 貴子弟是
否適宜參與體育活動有所懷疑，應諮詢醫生的意見，以確定是否適宜上體育課。若日後發現 貴子弟
因身體不適而須在當天、短期或長期停止體育活動，請立即以學生手冊通知班主任及體育老師。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梁靜宜)
--------------------------------------------------------------------------------------------回 條
※請另頁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通告： 8 /上 (2020-2021)
各位家長：
有關「學生守規及注意事項」、「平時放學辦法」、
「熱帶氣旋、持續大雨或暴雨警告系統之運作」及「學生緊急聯絡資料」事宜
（甲）「學生守規及注意事項」
(一) 學生上課時間為上午八時十五分至下午三時十五分，各位學生必須準時上學。如學生於
早上八時十五分後抵校，即屬遲到。訓育組老師將在該生學生手冊內 P.9「遲到記錄」
欄內登記，讓家長知悉學生當天遲到，並請家長閱後簽署，讓學生於復課後交給班主任
查閱。
(二) 有關學生於上課前及下課後之安全，請家長注意下列事項：
1.

上課期間本校安排老師於上午 7 時 45 分當值照顧學生，為培養學生守時觀念及顧
及學生的安全，請由家長接送的學生及自行回校的學生於上午 8 時至 8 時 10 分前
抵校。如個別家長有特別情況，請盡快與校方聯絡，以便作出相應安排。

2.

為確保學生安全，請家長必須準時到校接回 貴子女放學。

(三) 倘學生因患病告假，請家長於告假當天上課前致電通知校務處，並填寫學生手冊內 P.7
的「學生請假通訊」欄，於復課後把學生手冊交回班主任處理。如因要事而請事假，則
必須先填寫學生手冊內「學生請假通訊」欄，通知班主任。
(四) 倘學生於上課期間因病需要早退，教師會盡快聯絡家長到校接回子女。倘學生因事需要
早退，家長必須到校接回子女。
(五) 為免影響學生於上課日的學習活動，請家長避免安排 貴子女於上學日期間出外旅遊，
否則校方將考慮列學生是次缺席為曠課。
(六) 學生必須每日攜帶學生手冊回校。手冊內的各項資料，務必清楚填寫。請經常查看手冊
內的學校通訊。如有通訊資料，請親自簽署。
(七) 學生須每天抄寫家課於學生手冊內，並必須依時完成所有家課及溫習，請家長每日替學
生查閱並簽署。
(八)

學生必須穿着整齊校服上課。考試期間，所有體育課及課外活動將暫停，故學生必須穿
着校服上學。

(九) 書包過重可能會傷害小學生的脊椎和影響骨骼的生長，請家長選購質輕而耐用的雙帶肩
背式書包，提醒及協助子女每天按照時間表收拾書包。
* 有關各項學生守規及注意事項，家長可細閱 2020-2021 年度學生手冊 P.4-P.5。
（乙）「平時放學辦法」
(一) 為了學生安全着想，請家長必須準時到校接回
到校接回

貴子女放學。若因突發事件而未能準時

貴子女，請家長必須致電與校方聯絡，以便作適當的安排。

(二) 學校將於下午三時十五分放學。各級自行放學及家長接送之學生，將由班主任帶領按
以下次序，利用不同校門放學。如學生有兄弟姊妹現時同為本校學生，該生不論由家
長接送或自行放學，均必須加入「兄姊放學隊」。如「兄姊放學隊」學生自行放學
而需要橫過對面行人路，當值老師會帶領學生，於榕樹下安全島橫過對面行人路。

次序
1

年級/隊伍

放學地點

P.3

正門

P.6

校車門

P.2

正門

P.5

校車門

P.1

正門

P.4

校車門

兄姊放學隊

正門

2

3

4

過馬路隊(需要橫過學校對面行人路的自行放學學生)

校車門

(三) 家長可在校門外等候接回學生，校門外已劃分 P.1-P.3 年級及 P.4-P.6 年級兩個家
長等候區(圖一)。
(四) 如遇雨天，學生的放學次序及地點均與上述相同。校內同樣設有 P.1-P.3 年級及
P.4-P.6 年級雨天家長等候區(圖二)。家長如需進入校內雨天家長等候區等候，必須
於大門先量體溫，再在所屬的等候區等候，待當值老師宣佈放學班別。
(五)

P.4-P.6 年級自行放學學生及家長，由班主任帶領於校車門放學解散後，將由當值
老師帶領於榕樹下安全島橫過對面行人路，屆時將有本校職員指揮交通的過路處
(圖三)，以疏導人流。

(六) 「兄姊隊」及「過馬路隊」學生隨班主任帶領到司咪處集隊，待所有班級全部離開，
再安排上述隊伍放學。
(七) 接「兄姊放學隊」家長須在 P.1-P.3 年級等候區等候，待老師帶領在正門放學。
(八) 由於本校附近交通十分繁忙，如自行放學及兄姊隊(P.3-P.6 適用)學生需要橫過學校
對面的馬路，稍後應填妥特別通告 ─「過馬路隊服務」後交班主任處理。

家長接送學生放學等候區

P.1-P.3 家長等候區

P.4-P.6 家長等候區
區

學 校 正 門 (東 大 街 )

學校停車場

（丙）「熱帶氣旋、持續大雨或暴雨警告或其他原因的停課安排」
(一)為了確保 貴子女平日放學和突然停課時放學的安全，請家長填妥回條 8(一)─學生放學
辦法，以便校方根據家長的意願而作出適當安排。如天氣情況惡劣或因交通情況不許可，
學校會作出特別安排，妥為照顧留校學生，直至安全情況方讓學生返家。
(二) 惡劣天氣下的上課安排：(家長可細閱 2020-2021 年度學生手冊 P.6。)
1.

當天文台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於上午八時前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
警告，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學生不用回校上課。如黃色暴雨警告發出，學校將照
常上課，但家長可考慮地區性的天氣、道路及交通情況，自行決定是否讓子女上學。

2.

如天文台於上午八時或以後發出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學校將照常上課，直至
平日放學時間為止。

3.

如在上課期間，天文台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教育局宣佈學校即將停
課，學校會作出特別安排照顧學生，校方會讓學生在安全的情況下及適當時間離校
返家；由家長接送的學生則留校等候，讓家長盡快到校接回子女返家；乘坐校車的
學生，如常乘坐校車放學。

4.

如本校所在地及附近地區天氣惡劣或發生其他緊急事故，本校將通過電台或電視台
宣佈本校停課。
4.1

家長應清楚知悉自己家居的所屬地區。如教育局宣佈學生家居的所屬地區的學

校停課，本校雖照常上課，但家長可考慮地區性的天氣、道路及交通情況，自
行決定是否讓子女上學。
4.2

本校所屬地區是港島東區筲箕灣。如教育局宣佈「港島東區筲箕灣」的學校停
課，即使居住於筲箕灣以外地區的學生，亦毋須回校上課。

(三) 測驗或考試期間，如因天氣惡劣而停課，測驗日或考試日將順延舉行。
(四) 除因惡劣天氣外，學校亦有可能因傳染病爆發、天災或交通服務突然中斷及其他突發事
件等導致學校需作出停課安排。學校為此已制定應急計劃，包括利用 SMS 短訊系統及
學校網頁等方法與各家長保持緊密的溝通，亦會透過網上學習平台向學生提供學習支援。
至於有關復課後的假期調動及補課安排，學校會視乎情況，諮詢學校管理委員會及各持
分者的意見後再作安排。
(丁) 「學生緊急聯絡資料」
為確保校方在緊急或有需要的情況下，能即時與家長聯絡，請填妥回條 8(二)─「學生緊急聯
絡人資料」。日後如有資料更改，請盡早以書面通知班主任，以便跟進處理。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梁靜宜)
--------------------------------------------------------------------------------------------回條

※請另頁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