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路德會增城兆霖學校
開學日學生通告

第01/18號

逕啟者：茲有通告事項數則臚列如後，敬請垂注：
【一】半日上課及全日上課安排
（１）半日上課
九月三日（星期一）至 九月十四日（星期五）半日上課，集隊及放學時間為：
集 隊 時 間：上午八時零五分
放 學 時 間：下午十二時二十分（跨境校車下午十二時二十分開出）
（２）全日上課
九月十七日（星期一）起全日上課，集隊及放學時間為：
集 隊 時 間：上午八時零五分
午 膳 時 間：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 (家長送飯時間：下午十二時十五分至
下午十二時三十分，僅適用於送飯的家長。)
放 學 時 間 ：下午三時三十五分（跨境校車下午三時三十五分開出）
本學年課節安排：
每教節四十分鐘
每週八節中文課（包括一節 普通話語音知識）

隔週進行圖書課或電腦課

每週八節英文課

高、低年級隔週進行週會或成長課。

每週七節數學課

星期一至四下午三時正 至
下午三時三十五分為功課堂

每週五節常識課
每週兩節Global Education (即國際教育)
每週一節聖經課
每週音樂課、體育課、視藝課各兩節。

每週兩天早讀時段：
逢星期三、四上午八時零五分 至
上午八時二十五分

逢星期五 下午第八節及功課堂進行多元智能活動、主題講座、游泳課及家政課等活動。
注意： 1.請 貴家長詳閱本校派發的上課時間表並督促 貴子弟帶齊課本準時回校上課。
2.開學首數天，校方會因應情況，彈性處理遲到事宜，家長不必過慮。
3.自行駕駛接送子女的家長眾多，請避免阻塞交通。
【二】校服
有關學生夏季校服規格之安排，詳情如下：
（1）夏季校服規格要求
學生需穿著整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配以印有校名的白色短或中襪及純白色運動鞋(印
有校名的襪可在校務處購買）。此外，如學生需在冷氣間加穿外套，除指定之校服灰色
外套外，校方將不接受任何其他款式之冷衫或外套。
（2）其他服飾規格要求
因校服當以簡單樸素為主，學生均不宜配帶任何飾物回校。如基於宗教信仰有此需要，
必須先以書面向校方申請。至於女生髮飾方面，須為黑色之淨色髮飾，數量亦不宜太
多。在考試期間，學生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如有特別需要，亦可穿著運動服，惟必須
以整潔為要。
（3）訂購新校服
有興趣使用郵寄方式訂購校服的家長，請到一樓校務處領取「校服訂購表」，填妥「校
服訂購表」後郵寄到校服公司。當校服公司把郵寄訂購或親身到校服公司訂購之校服送
到學校後，校方會通知家長到校務處領取。(付款方法請參閱「校服訂購表」)
※對校服規格有疑問，請致電 2466 5885 向鍾啓元主任查詢。
※對訂購新校服方法有疑問，請致電 2466 5885 向黎小姍主任查詢。
【三】學生上學前先量體溫
請每日提醒子女在離家上課前先量度體温，並紀錄在學生手冊的「家課日誌」內。學生回校需
在校門外集隊入校，不用提交體温紀錄給老師查閱，此體温紀錄只作抽查之用。
【四】帶回整套新學期學生課本及作業
為免學生每日錯帶不需要的課本及作業回校，令書包過重影響脊骨成長，本校素來會把學生所
有的課本及作業收起存放於課室書櫃內，待有需要時才發還給學生。現請 貴子弟於下列日期
帶回整套新學期學生課本及作業（請先寫上姓名）：
一年級學生：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五）[整套課本及作業 已於8月23日通知家長]
二至六年級學生：九月四日（星期二）[中文科、英文科、聖經科的課本及作業]
九月五日（星期三）[餘下科目的課本及作業]

【五】學生手冊
九月三日（星期一）派發新學期學生手冊，懇請 台端於九月五日（星期三）或之前填妥
貴子弟的學生手冊內頁第一、二及三頁，多謝合作！
【六】家長手冊及學生守則
九月中派發新學期「家長手冊及學生守則」，請盡快填妥附頁的「學生承諾書」及「家長承諾
書」交回班主任查閱，多謝合作！
【七】收取學生校服照
本校需要收取學生校服照六張(穿整齊校服，非運動服。)作學生存檔及成績表之用，請於九月
五日（星期三）或之前交予班主任。本學年完結時，如有剩餘相片，將會發還給學生。
【八】九月三日至九月十四日放學歸程隊編排
(１) 舊生
舊生暫依照上學年之辦法進行（新搬遷及乘搭跨境校車及本地褓姆車者除外），由九
月十二日（星期三）起全校學生則按新選定的歸程隊伍放學。
(２) 一年級學生
因年幼尚未適應小學生活，由九月三日（星期一）至九月十一日（星期二）須家長親
自接子女放學（乘搭跨境校車者及乘搭本地褓姆車者除外），九月十二日（星期三）
開始採用新選定的歸程隊伍放學。敬請留意！
【九】圖書館開放
(１) 九月十七日(星期一)至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五)：圖書館只開放小息及午膳小息時段，
且不設借書服務。
(２) 十月二日(星期二)開始：圖書館除於小息及午膳小息時段開放外，將增加課後開放時段：
即由課後至下午五時正；並由是日起開始借書服務。
( 3 ) 借閱圖書：小一學生及插班生憑本年度新發的圖書証借閱圖書，其他學生沿用舊証。
【十】課後自修室開放（詳情另發通告）
九月十七日（星期一）正式開放，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六時正關閉。
【十一】穿著整齊運動服回校
每逢體育課及相關體育課題的課後興趣班，學生必須穿著整齊運動服及白色運動鞋回校。
【十二】學生家長及監護人資料更新
新學期開始，本校為加強與家長及監護人的聯繫，現請貴 家長填寫附於本通告回條的「學
生家長及監護人資料表」，供輸入電腦。所填資料會保密，僅供校內人員作電話及短訊聯
絡之用。
【十三】防止蚊蟲在校內為患措施
香港處於亞熱帶地區，天氣濕熱，易生蚊蟲。政府也呼籲市民要保持高度警覺，防止蚊子傳
播傳染病如登革熱病等。本校至今沒有任何學生或教職員因在校被蚊叮而染上登革熱病或日
本腦炎，請家長放心。但本區花草茂盛，易成蚊子温床，校方當不會掉以輕心。本校在開課
前已聘請專業公司進行校舍和操場全面滅蚊蟲一次，以後進行定期校舍和操場全面滅蚊蟲工
作，更訂定一系列措施，防止蚊蟲為患。(附件 A 是本校一系列的預防措施，歡迎各家長閱
覽及提供意見。)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2466 5885向黎小姍主任查詢。
【十四】提高警覺 預防傳染病措施
本校會密切監察各類傳染病爆發情況，並會留意世界衞生組織的最新建議。另外，一些傳染
病例如流感、呼吸道疾病、水痘、手足口病及諾如病毒感染等不時於本港學校爆發。因此，
本校在新學年開始前已徹底清洗及消毒校園，亦促請全校學生及教職員注意個人及學校環境
衞生。為保障學生健康，有必要時，每位進入本校的家長、訪客必須到大堂詢問處量度體
温，消毒雙手，確知沒有發燒及流感病徵，方可進入本校。(附件 B 是本校一系列的預防措
施，敬請垂注及提供意見。)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2466 5885向黎小姍主任查詢。

【十五】學生在校服藥安排
本校過往一直為有患病之學生（恆常、非恆常）提供協助服藥之服務，旨在使有關學生得到
適切之照顧及減輕家長之壓力。
在本學年開始，本校仍會維持上述服務，但其他非恆常或非有長期服藥需要之學生如傷
風、感冒、腸胃炎等，鑑於本校人手緊絀，將不在服務之列，敬希家長體諒及合作。
如有需要，家長可親自到校餵藥或教導學生自行按醫生指示服藥，這也是訓練其自理能力
的好機會。如學生病況嚴重，校方建議學生留在家中休息。
如 貴子弟需要恆常或長期服藥 ，並擬於新學年委託本校協助學生服藥者，須填妥隨附之
表格（附件C），並於 九月五日（星期三）或之前交回校方辦理，否則本校將無法為貴子
弟提供此項服務。
「委託校方協助學生服藥通知書」詳見附件C，如需要更多「委託校方協助學生服藥通知
書」，家長可於校務處領取或在學校網頁下載。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本校24665885與黎小姍主任聯絡。
【十六】師生安全
為了保障學生和教師在學校內的安全，本校容許教職人員以適度身體接觸方式管束學生。
【十七】中秋節、中秋節翌日假期、國慶日假期及重陽節假期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是中秋節，全校提早於第七節完結後放學。
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二）是中秋節翌日假期，全校放假一天。
十月一日（星期一）是國慶日假期，全校放假一天。
十月十七日（星期三）是重陽節假期，全校放假一天。

※如有任何校務上的疑問請致電 2466 5885 向梁廣源主任查詢。
此致
貴家長 台鑒
校長：

陳 好 得
(梁惠嫦主任代行)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日

啟

回
條【請於九月五日(星期三)或之前交回班主任，再轉交校務處陳雅儀小姐】 第01/18號
逕覆者：頃接 貴校通告第01/18號，內容業經知悉。
此覆
香港路德會
增城兆霖學校校長

陳好得
班學生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二零一八年九月

日

學生家長及監護人資料表
＊□家長姓名:

(關係

) 聯絡電話:

e-mail:

＊□家長姓名:

(關係

) 聯絡電話:

e-mail:

＊□監護人姓名(如有):

聯絡電話:

＊□緊急聯絡人姓名:

(關係

e-mail:

（＊請在一個適當的方格內加號，表示

) 聯絡電話:

e-mail:

貴子弟各事故的「全權負責人」。）

手提電話短訊聯絡人姓名:

手提電話號碼:

回
條【請於九月五日(星期三)或之前交回班主任，再轉交校務處陳雅儀小姐】 第01/18號
逕覆者：頃接 貴校通告第01/18號，內容業經知悉。
此覆
香港路德會
增城兆霖學校校長

陳好得
班學生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二零一八年九月

日

學生家長及監護人資料表
＊□家長姓名:

(關係

) 聯絡電話:

e-mail:

＊□家長姓名:

(關係

) 聯絡電話:

e-mail:

＊□監護人姓名(如有):
＊□緊急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關係

（＊請在一個適當的方格內加號，表示

手提電話短訊聯絡人姓名:

e-mail:
) 聯絡電話:

e-mail:

貴子弟各事故的「全權負責人」。）
手提電話號碼:

防止蚊蟲在校內為患措施

附件 A

（A）環境措施
1. 例行專業滅蚊蟲
長假後必聘請專業公司進行校舍和操場全面滅蚊蟲，此外每月例行聘請專
業公司進行定期校舍和操場全面滅蚊蟲工作。
2. 除積水
每星期一至兩次 或 每逢大雨後替校園水養植物換水及清理花盆底積水。
發現凹陷地方立刻填平，避免積水。
將校園所有貯水器密封，棄置無用的貯水容器。
束緊棄置垃圾袋口，避免積水。
清理操場落葉，確保溝渠暢通。
3. 驅蚊
清除校園野草、多種植驅蚊草。
每星期在溝渠及花圃噴灑防蚊油。
長期開啓電子驅蚊器。
在蚊患高峯期、課室、操場、小花園加放蚊香、電蚊片或驅蚊液。
4. 例行校園清潔
課室：每日用 1:99 漂白水清潔一次; 曾有身體不適同學的座位及鄰近座
位用 1:49 漂白水清潔。
洗手間：每日用1:99漂白水清潔四次; 坐廁及洗手盆用1:49漂白水清潔。
操場：每日用1:99漂白水清潔桌椅及垃圾箱。
校門大閘及各通道: 設消毒地毯，加強環境衞生。
5. 護理措施
自行保護措施
-學生上學前宜自行塗上効力持久的蚊膏或貼上蚊貼。
校方保護措施
-學校大堂詢問處提供蚊怕水，學生到户外活動前可先塗蚊怕水。
-校務處提供止痕藥品(例如: 雙飛人藥水) 給被蚊叮學生塗患處。
-校方如懷疑學生有藥物敏感，會在蚊叮之傷患處擦上食鹽消毒止痕。

（B）教育措施
1. 老師在課堂、早會、小息教授下列知識：
避免長期停留在溝渠邊及花草茂盛地方；
被蚊叮後，不要把蚊叮患處撓痕至損傷，以免細菌感染，如有不適立刻
通知老師；
蚊子通常在入夜時出沒，傍晚時要提高警覺。
2. 提供專題講座教育學生防蚊及滅蚊方法。
3. 在校園當眼處貼防蚊海報及小貼士提醒學生保護自己的方法。

預防傳染病措施

附件 B

（A） 本校的防疫措施
1. 每位進入本校的學生、職員、家長、訪客必須到大堂詢問處量度體溫，消
毒雙手，確知沒有發燒及流感病徵，方可進入本校。
2. 校內如有流感病徵的同學，必須立刻戴上口罩；校方即通知家長盡快接走
及早求醫。
3. 如學生因病缺課，請安心在家中休息，待病徵消失及退燒後，才可回校復
課。學校會盡量為患病學生提供學習支援、安排補考等，並如常評分，使
他們不會因缺課而影響日後學習進度及成績。
4. 家長可為子女預備兩至三個乾淨口罩、消毒濕紙巾或酒精潔手液放在書包
內，有需要時使用。
5. 在假期或週末期間，曾到境外（外國及中國內地）旅遊或探親的同學，回
校後請主動向校方申報外遊資料以作存檔。
6. 有確診「甲型流感(H7N9)禽流感」個案就讀的班級，校方會按情況，屆時
會作出應變措施。

（B）加強校園消毒
課 室 ： 每 日 用 1:99 漂 白 水 清 潔 一 次 ; 曾 有 身 體 不 適 同 學 的 座 位 及 鄰 近
座位用1:49漂白水清潔。
洗手間：每日用1:99漂白水清潔四次; 坐廁及洗手盆用1:49漂白水清潔。
操 場：每日用1:99漂白水清潔桌椅及垃圾箱。
校門大閘及各通道: 設消毒地毯，加強環境衞生。

（C）學校其他措施
1. 我們會密切留意全體員生的身體狀況，並勸喻任何出現發熱、咳嗽、喉嚨
痛等上呼吸道感染病徵的學生及教職員留在家中休息。
2. 保持課室空氣流通，上課時盡量打開門窗，確保空氣流通。
3. 老師會在課前及課堂內增強學生對預防「甲型禽流感（Ｈ７Ｎ９）及傳
染病」的認識，經常提醒學生注意個人衞生。訓練學生正確洗手方法，
並督促學生勤洗手，亦不時提醒學生患傷風及咳嗽時，要帶上口罩及訓
練學生如何正確使用口罩。
4. 為確保周圍環境安全，避免學生在過於擠迫環境中進行活動。
5. 醫護物資方面，本校在大堂工友櫃枱備酒精潔手液，洗手間備皂液及抹手
紙供學生使用；又已預備了足夠口罩、消毒藥水、漂白水、酒精潔手液、
膠手套、保護衣等物品給校內員工使用。

（D）家長注意事項
為保障學生健康，我們懇請 貴家長注意下列事項：
1. 應盡量避免接觸家禽、雀鳥或其糞便，因染病的雀鳥和家禽的糞便中可能
帶有禽流感病毒。
2. 如曾接觸家禽，雀鳥或其糞便，要立刻用梘液和清水徹底洗手。
3. 進食家禽肉類和蛋前應徹底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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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衞生署最新資料，如子女有發燒情況，採用口温探熱器時，體温高於
攝氏37.5℃（華氏99.5℉）或採用耳探熱器時，體温高於攝氏38℃（華氏
100.4℉）請不要上課，立刻求醫。
5. 每日子女在離家上課前須先量度體温，紀錄温度，確知沒有發燒及流感病
徵才回校上課，值日老師會檢查每位學生的體温記錄。
6. 如子女因病求醫後需留院觀察，家長需立即通知學校。
7. 如子女在上課期間突然出現發熱、咳嗽、喉嚨痛等上呼吸道徵狀，請與學
校合作，將患病子女從學校接走，並即時求醫。待病徵消失後才回校復
課。
8. 為子女提供兩至三個口罩、手帕、紙巾或酒精潔手液，並提醒子女注意個
人衞生：
 勤洗手以保持雙手清潔，避免用手接觸眼、鼻及口；如雙手沒有明顯
污垢時，可用酒精潔手液消毒雙手；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掩口鼻；如被呼吸道分泌物污染，應立即用皂液洗
手；
 進食前、如廁後一定要用皂液洗手；
 不應與他人分享零食、共用毛巾或紙巾；
 不要隨地吐痰，應將口鼻分泌物用紙巾包好，棄置於有蓋垃圾箱內；
 如厠後要沖廁，保持公眾衞生。
9. 如子女患上極輕微的傷風咳嗽時，而得醫生同意可回校上課，請替其帶上
口罩回校(在書包內多放兩個口罩預備替換)。
10. 教導子女增強抵抗力的方法，多做運動，有充足睡眠及多吃有營養食物。
11. 若出現發燒或類似流感徵狀，應及早前往診所或醫院求醫。
12. 有任何通訊地址及電話更改，請盡快通知校務處陳小姐或班主任。
若有學生因病缺課，學校會盡量為他們提供學習支援，使他們不會因缺課影響
日後的學習進度。

如欲獲取更多有關預防流感的資訊，請參閱以下的網址：
衞生防護中心網址：(http://www.chp.gov.hk)
中央健康教育網頁：(http://www.cheu.gov.hk/)
至於一般校內預防傳染病資訊，可參閱教育局網頁：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40&lang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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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香港路德會增城兆霖學校
委託校方協助學生服藥通知書
注意事項：
1.校方只協助學生服用由醫院或註冊醫生處方的藥物，藥物須有
正確標籤，如醫院名稱或醫生姓名、學生姓名、藥物名稱、服
用劑量、服用時間及服用方法等。
2.請家長於適當時間須自行到校補充藥物，校方不會預先通知。
3.非恆常或非有長期服藥需要之學生，如傷風、感冒、腸胃炎
等，鑑於學校人手緊絀，*已不在服務之列，家長可親自到校餵
藥或教導子女自行按醫生指示服藥。

需要此項服務之學生姓名：

班別：

學號：

服用藥物名稱：
服用時段： *全學年
* 由

*整個上學期
月

日 至

月

日止

*整個下學期
*其他

（*請在適當的內  出服用時段）
服用次數及時間：
服用劑量：
服用方法﹙如咬碎口服、吞服等﹚：
藥物存放方法(如室温存放、須放在雪櫃內等)：
曾出現服用藥物後的副作用：
其他需要校方注意之事項：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學生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