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小息安排 

 4.1  校方已為每位學生準備個人的防飛沫擋板。 

 4.2  課室內小息，學生必需使用防飛沫擋板進行飲食，進食前先消毒清潔雙手，不可分享食物，只可

在自己座位進食，進食後隨即帶回口罩。請自備消毒紙巾或搓手液清潔雙手。 

 4.3  各樓層飲水機暫停使用，請自備水及小食。 

 4.4  小食部暫停開放，家長可替子女準備早餐在家進食或學生可自備早餐於校內進食。小食部每張枱

均加裝透明的防飛沫擋板，每張圓枱限坐三人，長方形枱限坐二人，並以「面對背」方式排坐; 進

食前消毒清潔雙手，進食時不得傾談，進食後即時佩戴口罩。 

 4.5  為疏導去洗手間人流，老師會安排有需要的學生在小息前或小息後分流去洗手間。 
  
5.  課堂安排 

 5.1  課堂上，學生要以「面對背」方式單行排坐，以保持學生之間的距離。  

為避免人群聚集，周會及活動課取消。 

有關各科課堂安排，學校會根據教育局的學習活動指引進行，詳見《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學

校的健康指引》，家長可瀏覽以下連結: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advice_to_school_on_prevention_of_nid_chi.pdf 

 5.2  

 5.3  

  

 5.4  校本體育課温馨提示： 

  a.  學生時刻注意個人衞生，課堂前後須以正確方法洗手或以酒精搓手液消毒雙手。 

  b.  學生在課堂中不可共用個人物品，如毛巾、水樽及運動器材等。 

  c.  若有需要除下口罩進行活動，應妥善處理及放置。 

 一至二年級只進行低強度之運動，學生會配戴口罩進行體育課。 

 三至六年級學生應盡量自備：口罩套、信封或密實袋等，存放除下的口罩。 

  d.  學生在體育課堂日子應帶備多一個新口罩，如有需要在課堂後替換。 

  e.  如有需要棄置口罩，教導學生正確棄置口罩的方法，例如使用信封或膠袋包裹後才棄置。 

  f.  安排學生必須清潔或消毒雙手及佩戴口罩後才能離開場地。 

  g.  進行體育活動時，如佩戴口罩，應保持最少 1 米距離；不佩戴口罩，應保持最少 1.5 米距離。 

  h.  教師會按課堂活動的運動量及強度，安排學生應否配戴口罩。如：緩步跑屬中等至劇烈強度

之運動，學生便不會配戴口罩，但會確保學生最少有 1.5 米距離。 

  i.  學生要有充足的休息和補充足夠的水分。 

 5.5  網上問功課 

  a. 由 2021 年 9 月 15 日開始於星期一至四課後，由 14:40 至 15:30，提供由本校老師指導的網上

問功課時段，讓有需要的學生按年級及科目自由登入參與，提問有關功課內容以支援學生學

習。 

  b. 2021 年 9 月 6 日將另發《網上問功課》通告，屆時會列有下列各組別的登入資訊。 

  星  期 網上問功課 學科拔尖鞏固班 

  星期一 英文、數學、常識 中文拔尖鞏固班 

  星期二 中文、數學、常識 英文拔尖鞏固班 

  星期三 中文、英文、常識 數學拔尖鞏固班 

  星期四 中文、英文、數學、常識 ----------- 

  c. 部份學生獲邀請參加「專項訓練及/或學科拔尖鞏固班」，有關學生會個別收到其他登入連結

進行特定課堂。 

 5.6  周會及成長課 

  
a. 2021 年 9 月 17 日起逢星期五 14:40-15:30 進行周會及成長課，請家長預留時間及提示子女按

時進入 ZOOM 參與課堂，如需請假，請通知班主任。 

 5.7  本校需收集學生之英文名(例如: TOM / SUSAN)用以製作中英對照名牌，以便科任於課堂上使用。 
   
6.  周一至周四課時內第九節活動均由校方推薦學生參與（9 月 15 日開始） 

 6.1  為讓學生身心均衡發展，本校將於第九節提供多項有益身心之活動供學生參與，包括： 

  *步操敲擊 

(打大鼓、小鼓、三聯鼓或鈸) 
*敲擊(鋼片琴及鼓) *英語話劇 *公益少年團 

  *合唱團 *英語大使 田徑隊 *環保大使 

  Chime kids *英語布偶劇 #中國舞 *小童軍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advice_to_school_on_prevention_of_nid_chi.pdf


  手鈴板隊 *中、英詩集誦 #乒乓球隊 *幼童軍 

  *創藝小組 *普通話話劇 #男子足球隊 *小女童軍 

  *奧數隊 *校園小記者 #女子足球隊 *團契 

  魔力橋 編程小組 籃球隊 *STEM RIDER 

  「餘」樂無窮 游泳隊   

  a. 有 * 的活動，如在教育局指引下只限半天面授課則改為 14:40-15:30 進行網課，屆時家長將

會收到相關的 ZOOM 會議 ID 及密碼。 

b. 有 # 的活動，如在教育局指引下只限半天面授課，只會安排周六上午的面授訓練，請家長留

意周六活動通告。 

c. 沒有 * 或 # 的活動如在教育局的指引下只可半天面授課則暫停。 

 6.2  現就以下組別招募新組員，報名後由校方甄選安排入組，費用全免。 

  活動 對象 甄選安排 

  中國舞 一至六年級 a. 同學須對舞蹈有興趣。 

b. 曾在外學習舞蹈優先，如曾報考舞蹈班或參

加比賽及表演，請備註。 

c. 訓練注意事項： 

 一至三年級練習時間為星期一第 9 節至放

學 16:30 及星期六 09:00 至 10:30 

 四至六年級練習時間為星期四第 9 節至放

學 16:30 及星期六 10:30 至 12:00 

 請家長預留時間 

  小童軍(參加小童軍者需購買團

隊制服) 

一至二年級 a. 升小一的同學如幼稚園曾是相關團員將優

先考慮安排，餘額會安排抽籤。 

b. 如以同類條件申請的同學超過名額，將會

安排抽籤。 

  小女童軍(參加小女童軍者需購

買團隊制服)  

一至四年級 

  幼童軍(參加幼童軍者需購買團

隊制服) 

三年級 

  合唱團(初級組/高級組) 一至六年級 9 月 1 至 9 月 3 日校內甄選 

 步操樂團訓練注意事項： 

a. 對象為二至六年級對吹奏樂器(小號、長號

或法國號)有興趣的學生 

b. 訓練時段為星期二及四放學後 (15:30-

16:30)，請家長留意放學接學生的安排 

c. 學校可提供樂器給學員使用 

  Chime kids(手鐘) 四至六年級 

  步操敲擊(打大鼓、小鼓、三聯

鼓或鈸) 

二至五年級 

  步操樂團(吹奏小號、長號或法

國號) 

二至六年級 

  敲擊(鋼片琴及鼓) 一、二年級 

  英語話劇 三至六年級  

  游泳隊 一至六年級 能不持助浮物，能游 100 米 

 6.3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與吳錦玲主任聯絡。 
   
7.  參與體育課、體育活動家長同意書 

 7.1  本校欲使學生達致德、智、體、群、美五育的均衡發展，體育科乃被列入為教學課程。經常參與

體育運動，對兒童之身心健康皆有甚大價值。惟  貴家長必須留意，學童如患上一些疾病：例如

心血管病、血壓過高、肺結核、創傷未愈、內臟疾病例如腎、肝、腸、疝、胰、膽等和急性的感染

例如扁桃腺炎、氣管炎、中耳炎等，均須暫時停止體育活動。 

 7.2  貴  子弟如患有上述病徵或其他未列明之疾病而希望校方長期或暫時豁免上體育課及參與體育課

外活動者，請在回條申明理由，並附上認可註冊醫生證明書，以便辦理。 

 7.3  如  貴家長現時同意  貴子弟參與體育活動，而日後發現  貴子弟偶有身體不適而暫時或長期停

止體育活動時，亦請立刻通知本校。 

 7.4  貴  家長如對子女之健康或是否適合參與一般之體育活動有所懷疑，應即前往請教醫生診斷是盼。 
  
8.  第 73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8.1  本年度學校朗誦節特別安排： 

  a.  本屆大會只舉辦個人及二人項目。 



https://www.chp.gov.hk/tc/healthtopics/content/460/19728.html
https://www.chp.gov.hk/tc/healthtopics/content/460/19731.html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guidance_note_on_monitoring_of_body_temperature_chi.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