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路德會增城兆霖學校
《有關因預防新型冠狀病毒延長停課事宜》

第

148/19

號

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為預防新型冠狀病毒延長停課安排，至最早 4 月 20 日(星期一)
方能復課，本校將有下列各項安排，敬請家長留意：
1. 校園開放時間：
學校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五早上 8:30 至下午 3:30)，請家長發揮公民健康意
識，避免人群接觸及病菌傳播。如非必要，敬請學生留在家中溫習及休息，勿圖方
便，輕率將學生送返學校。如需安排學生回校，請注意以下事項：
 學生或家人需要如實交待十四日內的外遊史以備用。
 學生在回校前身體沒有任何不適。如子女身體不適，不要強行回校，保障公眾
健康。
 學生回校前需要量度體溫並紀錄在上學期手冊內，並在回校時帶備上學期手冊
讓校方查閱。
 每位學生每天需要帶備兩至三個口罩及個人消毒清潔用品。
 學生將在音樂室內或合適的空間自行溫習或閱讀圖書，期間有教職員巡視或在
安全距離下陪伴。
 家長須自備午餐及小食飲品。
1. 停課期間網上學習安排：
學校將準備各科網上學習教材供一至六年級同學於停課期間自習完成，請家長自
行於校網下載或登入連結。敬請家長督促學生勤加閱讀及學習。
年級
一至
二年級

1.
2.
3.

三至
六年級

1.
2.
3.

網上學習材料
學校網頁內的中、英、數、常各學科超連結
練習平台
UTV App 各科線上課程
Google Classroom (科目包括中文、英文、
數學、常識、國際教育、電腦、術科)
(由本校老師錄製教材)
學校網頁內的中、英、數、常各學科超連結
練習平台
UTV App 各科線上課程
Google Classroom (科目包括中文、英文、
數學、常識、國際教育、電腦、術科)
(由本校老師錄製教材及課業)

備註
老師錄製的教材會在以下時
段更新：
1.3/3/2020

(二)1:00p.m.

2.10/3/2020 (二)1:00p.m.
3.17/3/2020 (二)1:00p.m.
4.24/3/2020 (二)1:00p.m.
5.31/3/2020 (二)1:00p.m.
6.7/4/2020 (二)1:00p.m.
7.14/4/2020 (二)1:00p.m.

 為方便家長協助子女溫習及了解學習進度，中(包括中默)、英(包括英默)、數、
常各科在停課期間的教學進度將會 3/3/2020(二)上載在學校網頁內，敬請家長
留意。

2. 評估、成績表及獎狀派發安排：
 由於停課關係，小一至小四下學期總結評估、小五呈分試、小六畢業試安排將
稍後以通告通知家長。
 一至五年級學生的上學期成績表及獎狀將會於小學復課後的第五個上課日(不
早於 4 月 24 日(星期五))派發予學生帶回家中。
 小六上學期獎狀:於 3/3(星期二)起家長可到校務處領取。
 小一至小五班主任於 3 月 9 日(一)至 3 月 13 日(五)致電 貴家長並講解 貴子
弟上學期學習表現 。
 家長如有任何疑問，可致電學校 2466 5885 與梁惠嫦主任聯絡。
3. 陽光電話致電家長：
 停課期間，班主任會於下列日期致電家長，主要了解學生在家情況、解答家長
疑問等，敬請留意。
第 1 次：24/2-28/2(已經完成)
第 2 次：9/3-13/3
(主要與 P.1-5 家長講解成績表內容，並繼續了解各級學生在家的情況 。)
第 3 次：23/3-27/3
第 4 次：13/4-17-4
4. 停課期間取回學生書冊安排：
 為方便學生在家溫習及持續學習課本內容，學校安排家長可到校取回學生下學
期購買的書冊及部分上學期書冊作業，安排如下：
1. 家長致電學校校務處(24665885)，留下學生姓名、班別、家長聯絡電話並
說明取回書冊作業。
2. 校務處職員會到課室為學生取回所需課本。
3. 致電後，家長請於三個工作天後到校取書。
4. 為確保衛生，到校家長必須戴上口罩，入學校前在玻璃門外探熱及消毒雙
手。
5. 停課期間及復課後防疫措施：
停課期間
 進入及逗留在校園期間，除非工作性質需要而預先得校方批准，任何人士須配
戴適合的口罩及注意個人及公衆衛生，並在校園外當面即時消毒兩手。如缺
乏口罩，可聯絡校務處。
 以下人士應避免進入校園：
a 身體不適者，或
b 本人或與其有密切接觸者曾在最近 14 天內進入湖北省者或疫情嚴竣的地區
和國家，或
c 本人或與其有密切接觸者過去 14 天內曾逗留於有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個
案在出現病徵期間逗留過的大廈，或
d 本人或與其有密切接觸者過去 14 天內曾出現在有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個

案在出現病徵期間乘搭過的航班/火車/船名單
( c 及 d 項資料會在 https://www.chp.gov.hk 定時更新，請自行查閱。)
 本校已全面加強校園衛生, 但不能保證任何人在校園逗留期間不會染上任何疾
病。所以，請儘量縮短逗留時間或以其他可行方式例如電話、電郵等聯絡校方，
以減低人群面對面的接觸。
復課後安排
 要求所有於學校活動人士，包括教職員、學生、家長、訪客、導師以至午膳公
司及清潔公司員工，全日均須配戴口罩及量度體溫，直至炎疫風險消除為止。
 請家長為學童每天準備兩至三個口罩及消毒清潔用品。
 如子女身體不適或病情未癒，請安排就醫及留在家中休息，勿強行回校。
 所有學生在課室內將會安排單行坐。
 暫停早會、週會、學長午膳等人多聚集的活動。
 所有學生安排在樓層進行小息。
 每天進入學校後，學生均要先洗手。
 學校有恆常消毒紙巾、廁紙、消毒用品及消毒洗手液供應。
 開課後將由老師教導學生健康防疫知識。
 學校將暫停使用飲水機至另行通知，請學生每天帶備足夠飲用水。
 在跨境生的上課安排上，學校會根據教育局的指引作合適安排。
6. 校內外各項課外活動安排、訓練或比賽等安排：
 所有於停課期內的課外活動及校隊訓練或比賽均暫停，具體安排容後再另行通
知家長。
 所有課後學習班、專科班、課後功課輔導班等將會暫停，詳情將於復課後另行
通知。
7. 自理營安排：
 二、三、四年級的自理營將會取消及安排退款，退款安排將在復課後以小通告
形式通知家長。
8. 家教會小檔主活動延期安排：
 家教會小檔主活動順延到六月份試後活動時段內舉行，詳情將以通告另行通
知家長。
9. 有關「東亞親子閱讀證書獎勵計劃」安排：
 宗教教育中心決定將 2019-2020 東亞親子閱讀證書獎勵計劃之延伸活動--「學生閱讀分享比賽」由原定比賽截止日期為 2020 年 3 月 5 日（星期四）再
度延期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星期四）
。而「閱讀記錄冊」截止日期為 2020
年 4 月 30 日則維持不變。家長如有任何疑問，可致電學校 2466 5885 與岑家
儀老師聯絡。
10. 疫苗接種：
 原定二月十二日的一及六年級疫苗接種將會再順延，最新日期衛生署將會另
行通知本校。

11. VBS(暑期英語聖經班)安排：
 本年度聖道堂及學校的重頭戲 VBS(暑期英語聖經班)將會在 13/7-17/7 舉行，
敬請家長留意。
12. 有關升中晚會安排：
 因為現階段仍有待教育局通知本校有關升中統一派位遞表日期的最新修定，
原定於 2/4(四)晚上舉行的小六家長會將會延期。請家長留意日後 eclass 內
的訊息。
13. 學校將會成立「兆霖慈善金」
：
 學校會通個內部程序，成立「兆霖慈善金」
，用途是支援經濟上有突發需要的
學生及其家庭，同時又以學校名義參與社會上的公益事務。
「兆霖慈善金」會
由校長及家教會主席共同主理，以示公正透明。這個做法，相信合乎到很多
善長的意願。學校已收到一個善心家庭的慷慨捐輸，小朋友們把為數不菲的
「利是儲蓄」捐出。此善舉確實是家庭教育的美好見證，亦為各種義舉起了
重要的帶頭作用，而家教會都希望在小檔主籌款活動中將部分款項撥入此「兆
霖慈善金」，共襄善舉。
 各界如有意捐輸，歡迎聯絡校長。願主親自報答各位的善心。
此致
貴家長 台鑒
校長：

陳 好 得

啟

(梁廣源助理校長代行)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日

回

條【請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五日(星期四)或之前簽閱】 第 148/19 號

逕覆者： 貴校第 148/19 號 《有關因預防新型冠狀病毒延長停課事宜》通告之內容，
本人業經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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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零年三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