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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年度通告 (230)  

學生復課須知 

親愛的家長： 

為保障所有學生的健康及安全，本校將會採取以下復課安排： 

(一) 復課日期及上下課時間 

年級 復課日期 上課時間 下課時間 

小四至小六 6月8日(星期一) 
8:30am 12:35pm 

小一至小三 6月15日(星期一) 

  

(二) 上學及放學分流安排 

A. 上學分流安排 – 所有學生須於學校正門(A 閘)進入校園 

 小四至小六 小一至小三 

建議學生回校時間 7:50am - 8:15am 8:15am - 8:30am 

*學生進校時間不可早於7:50am。 

 

B. 放學分流安排 

 放學時間 備註 

家長隊 12:30pm 

1. 家長於 12:25pm從正門(A閘)進入校園，必須戴上口罩。 

2. 家長於近新翼足球場緩衝區等候學生，並須保持社交距離。 

3. 當學生見到家長要舉手示意，讓老師知道家長已到校。 

4. 當家長接了學生後，請由 A閘離開。 

自行回家隊伍 12:40pm 不適用 

保姆車隊 12:40pm 不適用 

    *放學後，同學要立即回家，不要在街上流連。 

 

(三) 復課日首天安排 

A. 8/6/2020(星期一)為小四至小六的首天上課日，而 15/6/2020(星期一)則為小一至小三

的首天上課日；當天整天為班主任課，學生不用攜帶教科書本，只需帶備文具、手冊

及一本圖書回校。 

B. 上課內容：進行班主任課，閱讀圖書、學習「個人基本衛生及責任」的知識，了解學

校的特別安排及學習正面理解疫情和分享經歷。 

C. 未能回校上課的學生請於當天上午 9：45-11：05透過 Zoom參與課堂。 

有關課堂內容：學習「個人基本衛生及責任」的知識，了解學校的特別安排及學習正

面理解疫情和分享經歷。  



2 

(四) 學習安排  

A. 復課後，將實行半天上課時間。所有學生請根據原定課堂時間上課(首天除外)及穿著

合適的校服。 

B. 為了照顧未能回校學生的學習，學校會同時運用 Zoom 進行網上教學供未能回校的學生

上課。有關復課後 Zoom網絡實時教學的班別帳戶，詳見附件 1。 

C. 因防止感染關係，以下各科目將有下列安排： 

- 體育課將有特別安排，多以伸展運動及影片教學為主。 

- 音樂科及電腦科將不會到特別室上課，繼續於原本課室上課。 

- 音樂科牧童笛課程(小三至小六)將告暫停，有關學生無需攜帶牧童笛回校。 

- 視藝科高年級課堂暫停運用廣告彩作畫，避免學生進出清洗工具及倒水；一至六年級 

只運用乾性顏料作畫(如油粉彩、木顏色)。 

- 視藝科的教學內容，以勞作(紙黏土除外)及乾性顏料作畫為主。 

- 請學生帶備紙巾及濕紙巾參與視藝科課堂，作課堂上的清潔用途。 

- 因運作安排關係，體育科、電腦科、視藝科及音樂科將不會同時運用 Zoom進行網上 

教學供未能回校上課的學生。(*五年級視藝科及音樂科因呈分試關係除外) 

 

(五) 下年度分班安排 

A. 一至三年級混合班；四至六年級每級一班精英班，其餘混合班。 

B. 下年度四、五年級分班將依考試一成績作依據，其餘班級將依原班升班，但學校仍會

就學生能力、男女比例及個別需要作調整。 
 
 

(六) 防疫措施 

為保障所有學生及教職員的健康及安全，所有學生家長及訪客進入校園時，都必須戴上

口罩及進行一連串防疫程序，包括： 

A. 師生只由正門(A閘)進入校園。 

B. 所有師生一律到學校大堂量度體温，用酒精搓手液消毒雙手(如對酒精敏感，可

使用洗手液清潔雙手)。 

C. 體溫正常及沒有呼吸道感染病徵的學生返回課室，安坐座位，等候上課。 

D. 如學生首次量度體溫達攝氏 37.3 度，將即時安排到禮堂觀察區進行第二次檢測。

體溫正常者，可返回課室。而溫度達攝氏 37.3 度者，會安排學生到禮堂隔離區，

並通知家長到校接回學生，及早求醫。 

E. 如進入校園其他人士體溫達攝氏 37.3 度（本校採用衛生防護中心之額探為首要

標準）或有呼吸道感染病徵者，請勿進入校園。 

F. 課室內設有酒精搓手液，學生或教師進出課室時要用搓手液消毒雙手。 

(備註: 其他校園防疫安排，請家長詳閱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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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家長須知 

A. 留意子女的健康狀況，如出現病徵，尤其發燒，切勿上學，並立即求醫。 

B. 當家長得知家庭成員確診 2019冠狀病毒或密切接觸者，要及早通知學校。 

C. 每天上課前為子女量度體溫，並記錄在手冊家課紀錄表體溫欄內，簽署後由學生帶回

學校。 

D. 學校的飲水器暫停使用，學生要自備足夠的飲用水。 

E. 學生自備的零食以獨立包裝為佳，份量不宜太多。 

F. 圖書館暫停使用，學生可自備課外圖書。 

G. 如要更改學生當天放學安排，請在學生手冊通訊欄註明或於當天早上 11 時前致電學校。 

H. 為防感染，學生每天上學時，包括乘坐保姆車或其他交通工具，必須戴上口罩，並帶

備紙巾，切勿在車上飲食。 

I. 學生乘坐保姆車時，請按照保姆車職員編好的座位安坐，戴上口罩。基於上課時間提

早 15分鐘，如保姆車基於車程時間而遲到者，校方會酌情處理，不作遲到。  

J. 復課後，家長如發現子女有情緒或學習上的困擾，可聯絡本校學生輔導主任。 

K. 請替子女每天準備 1-2 個後備口罩、紙巾，可自備搓手液，並特別叮囑 貴子弟加強注

意個人衞生。 

L. 學校會於復課後首天派發政府供應的「銅芯抗疫口罩」給每位學生，另校方亦特意訂

製口罩套給每位同學作妥善保存口罩之用。 

M. 請家長於復課第一天或以前經電子通告形式提交「學生外遊及健康狀況申報表」(見通

告(227)-附件 2)給校方。 

N. 家長如欲了解更多抗疫資訊，可瀏覽學校網頁或掃描以下 QR code。 

 

 

 

 

粉嶺公立學校校長 

余美賢 謹啟   

2020年6月4日  

 

附件 1 –各班別 ZOOM 戶口資料 

附件 2 – 校園防疫安排  

抗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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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粉嶺公立學校 

復課後Zoom網絡實時教學安排 

(一)復課後Zoom網絡實時教學的各班別帳戶： 

( 注意事項：有關帳戶密碼將透過家長通訊應用程式發放給各家長。 ) 

班別 會議 ID 會議連結 

1A 665 349 6890 https://zoom.us/j/6653496890 

1B 414 217 6317 https://zoom.us/j/4142176317 

1C 926 001 0784 https://zoom.us/j/9260010784 

2A 310 968 5785 https://zoom.us/j/3109685785 

2B 287 394 5503 https://zoom.us/j/2873945503 

2C 621 792 1347 https://zoom.us/j/6217921347 

3A 399 399 7481 https://zoom.us/j/3993997481 

3B 985 723 5659 https://zoom.us/j/9857235659 

3C 221 392 2924 https://zoom.us/j/2213922924 

4A 255 408 3646 https://zoom.us/j/2554083646 

4B 289 036 6937 https://zoom.us/j/2890366937 

5A 704 344 0471 https://zoom.us/j/7043440471 

5B 821 410 6023 https://zoom.us/j/8214106023 

5C 399 901 9019 https://zoom.us/j/3999019019 

6A 721 443 3559 https://zoom.us/j/7214433559 

6B 380 887 5908 https://zoom.us/j/3808875908 

6C 973 987 2188 https://zoom.us/j/9739872188 

6D 319 445 8156 https://zoom.us/j/3194458156 

6E 352 920 5340 https://zoom.us/j/3529205340 

 

(二)注意守則： 

1. 請各未能回校上課的同學，留意復課日首天 上午9：45 - 11：05 安排的Zoom網上教學。 

2. 請各同學按原定上課時間表的編排，準時上課。 

3. 請家長從家長通訊應用程式收到登入密碼後，不要外洩，避免陌生人的登入而影響課堂。 

4. 請各同學留意不會同時運用Zoom進行網上教學的科目。 

  

https://zoom.us/j/6653496890
https://zoom.us/j/4142176317
https://zoom.us/j/9260010784
https://zoom.us/j/3109685785
https://zoom.us/j/2873945503
https://zoom.us/j/6217921347
https://zoom.us/j/3993997481
https://zoom.us/j/9857235659
https://zoom.us/j/2213922924
https://zoom.us/j/2554083646
https://zoom.us/j/2890366937
https://zoom.us/j/7043440471
https://zoom.us/j/8214106023
https://zoom.us/j/3999019019
https://zoom.us/j/7214433559
https://zoom.us/j/3808875908
https://zoom.us/j/9739872188
https://zoom.us/j/3194458156
https://zoom.us/j/352920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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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校園防疫安排 

學校已購置及準備好各項防疫設備於復課後使用，如口罩、搓手液、紅外線體溫探測

系統、消毒地氈等物資。有關各項防疫安排如下:  

 
 

1. 日常清潔安排： 

a. 定時用 1：49比例的漂白水加強消毒所有課室、特別室、洗手間、公共用品，包括：升

降機、扶手、門柄、水龍頭、公共電話及開關掣。另外平板電腦、鍵盤、滑鼠、電腦屏

幕、遙控器、冷氣機及其他校園設施等亦會增加清潔消毒次數，以確保校園清潔。 

b. 增加每天課室及特別室清潔消毒次數。 
 
 

2. 一般課室安排 

a. 環境佈置：每個座位相隔適宜距離；以「面對背」方式單行排坐；保持課室部份窗戶及

門開啟，令室內空氣流通。 

b. 所有家課、堂課都會經由老師派發。 

c. 學生進入課室前，需要潔手消毒（酒精搓手液或洗手液洗手）。 

d. 課室的黑板清潔由課堂老師自行負責，並每天以 1:49比例的漂白水消毒黑板抹布。 

e. 課堂中老師會暫停分組教學活動及避免進行觸摸共同物件進行學習。 

f. 增加清洗課室的次數。 

g. 加強清洗課室冷氣機及抽氣扇。 

h. 課室內增貼個人衛生訊息提示。 
 
 

3. 特別室安排  

a. 同學進入所有特別室均需要使用酒精搓手液。 

b. 所有特別室之窗戶及門會保持開放，令室內空氣流通。 

c. 特別室的枱椅及地板，每天使用前後都會用 1：49漂白水進行清潔及消毒。 

d. 電腦室的鍵盤及螢幕，每天都會用 1：49漂白水進行清潔及消毒。 
 
 

4.洗手間安排  

a. 為減少學生在小息時間同一時段使用洗手間，校方會安排學生在指定時間分流去洗手間，

避免洗手間人流聚集。 

b. 依照衛生防護中心建議，暫停使用校內部份廁格，及部份洗手盆(男生洗手間)以增加社

交距離。 

c. 每個洗手盆每次只供 1人使用。 

d. 加裝有蓋垃圾桶及半自動抹手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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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小息時段，安排教職員疏導人流，避免洗手間人群聚集。 

f. 增加每天清潔及消毒次數。 

g. 洗手間內增貼個人衛生訊息提示。 

 

5. 小息安排 

a. 本校按教育局建議，安排各級學生於小息時段分流使用戶外場地，以避免人群聚集。未

能使用戶外場地的級別會在課室內小息，由教師看管。 

b. 學生要注意社交距離，避免身體接觸。 

c. 學生進食前後要清潔消毒雙手，並要與其他人保持社交距離，妥善保管除下的口罩。 

d. 學生進食時，不要交談，不可分享食物或飲品。 

e. 小息完結，學生自行回課室，並以搓手液消毒雙手。 

 

6. 量度體溫安排 

a. 所有學生、職員及訪客於進入校舍前要到大堂量度體溫。 

b. 增設紅外線體溫探測器，確保測試準確度。 

c. 如對第一次探出學生體溫度數有懷疑或過高，會安排學生到禮堂觀察區以耳探溫度計再

次量度體溫。 

d. 體溫監測站備有含 70-80%酒精搓手液及外科口罩，以應不時之需。 

e. 若學生身體不適，校方會為學生先量度體溫，並通知家長接回學生，盡早求診。 

f. 發燒或有呼吸道感染症狀的學生會安排到禮堂隔離區，學校會通知家長到校接回學生，

及早診治。 

 

7. 隔離區安排 

a. 學生進入禮堂須以酒精搓手及在觀察區等候一分鐘，由教職員以耳探方式量度體溫。 

b. 隔離區:安排發燒或有呼吸道感染病徵的學生隔離，等待家長接回或送院安排。 

c. 負責清潔的員工會穿上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包括:外科口罩、乳膠手套、即棄保護衣、

眼部防護裝備（護眼罩／面罩）及保護帽（可選用）。 

d. 消毒所有可能被污染的環境表面及用品。用 1：49稀釋家用漂白水（即把 1 份含 5.25%

次氯酸鈉的家用漂白水與 49 份清水混和），待 15-30 分鐘後，再用清水清洗，然後抹乾。 

 

8. 其他:  

a. 所有進入的訪客都需要量度體溫和佩戴口罩。 

b. 禁止發燒或出現呼吸道感染徵狀的訪客進入校舍。 

c. 放學時段，家長接送隊伍的家長可到校內指定的接送地點接回學生，但進入校園時必須

戴上口罩。 
d. 學校已建立處理血液、分泌物、嘔吐物或排泄物等污染及疑似個案之程序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