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利天主教中學
學校通告 15（2020-2021）
恢復面授課堂安排
敬啟者︰
教育局於 2020 年 8 月 31 日宣布全港學校將分階段恢復面授課堂，敬請家長及學生注意以下開始恢復面
授日期：
中一、中五及中六

第一階段 9 月 23 日 (星期三， Day 3）

中二至中四

第二階段 9 月 29 日（星期二， Day 1）

按教育局指引，學校將縮短上課時間，避免學生在校用膳時緊密接觸。學校會繼續以現行網上課堂的時間
表上課，恢復面授後仍會使用此半天時間表上課至十月底，直至宣佈教育局恢復全日課堂為止，學生上學
時間為早上 7 時 55 分，放學時間為下午 1 時 30 分。
在 9 月 23 日第一階段恢復面授課堂之前，學校將安排以下級別回校進行不多於半天的學習活動：
中六

9 月 16 日 (星期三， Day 4） 至 9 月 22 日 (星期二， Day 2）

在恢復面授課堂時，學校有以下安排，敬請家長及學生注意：
1.

校曆 (附件二)
因疫情影響了教學進度和希望提供更多教學時間，所以取消了上學期統一測驗。學生學習評估將以課堂
或課後測驗代替。而原本在上學期舉辦的運動會將改為在下學期舉行，日期待定。因應教育局的指引，
校曆可能會作修改，請家長密切留意學校網頁和電子通告。

2.

防疫措施
在停課期間，校舍已全面清潔及消毒，並已促請全校教職員、小賣部人員加強衞生防疫措施，確保個人
及學校環境衞生。此外，學校要求所有教職員每天回校前量度體溫。任何教職員如有發燒，均不會上學
及授課。

3.

學校活動安排
3.1.
學校將會繼續留意疫情發展，適時調整活動政策或安排。
3.2.
復課後早會將於課室進行，以確保學生的衛生和健康。
3.3.
放學後校內進行的課外活動暫停，活動改以網上形式進行。

4.

為確保學生在清潔和安全的環境下學習，家長及同學們的合作至為重要。我們懇請家長除了加強家居衞
生外，還須嚴格落實下列措施：
4.1. 如無必要，勿讓子女到人多擠迫的地方。
4.2. 留意子女的健康狀況，若 貴子女出現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病徵，尤其發燒或其他症狀(例
如乏力、乾咳及呼吸困難等)，切勿上學，並立即求醫。
4.3. 每天上課前為子女量度體溫，並每天填寫手冊的「體溫記錄欄」及簽署。如發現體溫高於攝氏 37.4
度，須按既定程序向學校請假，在家休息，並盡快求醫就診。
4.4. 為防感染，請學生每天上學時必須戴上具有效防護效能的口罩，並帶備紙巾及酒精搓手液。
4.5. 為了解學生健康情況，復課前請家長在以下時段填寫「學生外遊及健康狀況申報表」。

年級

填寫時段

申報表連結(Google Form) 網址

9 月 12 日
中六

至

https://forms.gle/oSMKzgzyTtLbRp9H8

9 月 15 日
9 月 18 日
中一
至

https://forms.gle/LLXydLbHP1rR4WMR6

中五
9 月 22 日
中二

9 月 24 日

中三

至

中四

9 月 28 日

https://forms.gle/mJXAPZUitfwxAqyp6

學校已經同時把申報表連結(Google Form) 經學生電郵發放，讓未有電子通告的家長塡寫。
4.6. 曾染上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並已痊癒的學生，在強制隔離的 14 天內切勿回校上課。
4.7. 學生若在過去 14 日內、曾經到訪或者由受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影響地區回港，必須通知學
校，並遵從衛生防護中心的最新公布建議，密切留意健康情況。
4.8. 恢復面授課堂後，家長一經證實以下情況，請即時致電 2389 3082 通知陳曉亮副校長，以便校方採
取應變措施及通知教育局：
i. 學生證實染上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或
ii. 學生被衞生署界定為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
4.9. 為保持校園清潔和個人衛生，請家長提醒子女遵守「個人衛生注意事項及防疫安排」 (詳見附件一)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2389 3082 向校務處查詢。
此致
貴家長
順利天主教中學校長
詹燕珠謹啟
二零二零年九月九日
---------------------------------------------------------------------------------------------------------------------------------------------------------回條
學校通告 15（2020-2021）
恢復面授課堂安排
姓名︰

班別︰__________ (

)

敬覆者：本人已得悉有關恢復面授課堂的安排。
此覆
順利天主教中學詹校長
家長或監護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二零二零年

月

日

學校通告 15 (2020-2021) 附件一
順利天主教中學
個人衛生注意事項及防疫安排
1.

保持校園清潔和個人衛生提醒
1.1. 學校每天出入者眾，所有學生必須時常保持警覺，注意個人衛生，共同保持校園清潔。
1.2. 所有人士 (教職員、學生和訪客) 進入校園時，必須檢查體溫，自備及佩戴具有效防護效能的外科口罩，雙腳踏
上已噴灑有稀釋漂白水的地氈消毒，用酒精搓手液消毒雙手。如未能配合學校措施及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學
校教職員及保安有權促請有關人士離開校園。
1.3. 學生在乘搭交通公共工具或在人多擠迫的地方逗留，應正確地佩戴外科口罩，及注意在佩戴口罩前及脫下口罩後
保持手部衞生。
1.4. 衞生署並不建議學生使用 N95 呼吸器，因為 2019 冠狀病毒病主要經由飛沫或接觸傳播，佩戴口罩已能提供保
護。
1.5. 學生應確保所有室內處所的空氣流通。
1.6. 學生回校前都必須先測量體溫，自備口罩及搓手液，在校時必須要佩戴口罩。經常確保雙手清潔，尤其在觸摸眼
睛、鼻或口前、進食前、如廁後及觸摸公共設施後(例如扶手、門柄等) 應正確清潔雙手；或當手被呼吸道分泌物
污染時 (如咳嗽或打噴嚏後)。打噴嚏或咳嗽時應用紙巾掩住口鼻，把用過的紙巾棄置到有蓋垃圾桶，然後徹底以
清水和梘液清潔雙手。
1.7. 如需棄置口罩，須把口罩丟棄於有蓋垃圾桶內，然後徹底以清水和梘液清潔雙手。
1.8. 如廁後須蓋板沖廁及洗手，保持洗手間清潔及地面乾爽。
1.9. 學生應該避免與他人共用個人物件。
1.10. 學生如有不適，甚或出現相關的病徵，應立即求醫，並盡快通知學校。

2.

小息時間及其他注意事項
2.1. 在洗手間或小食部排隊時，應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避免身體接觸。
2.2. 操場的球類活動暫停。
2.3. 建議同學自備食物於小食部及操場進食。
2.4. 由於小息時間短促並為免人群聚集，各級同學只可以按照下表安排於指定的小息時段到小食部購買食物：
小息

第一小息

第二小息

第三小息

時間

09:15 am – 09:30 am

10:30 am – 10:45 am

11:45 am – 12:00 pm

級別

中一及中三

中二及中五

中四及中六

2.5. 在摘下口罩進食時不應交談，並盡量與其他人保持距離，切勿共用餐具、食器，切勿共享食物或飲品，摘下的口
罩亦應放好，並於進食後立刻戴上口罩。
2.6. 為減少病毒傳播機會，圖書館書籍外借服務將會暫停。
2.7. 如發現同學不適，應立即通知老師。
2.8. 不適學生曾經逗留的地方，工友須根據衛生防護中心的指引立即進行清潔消毒。
3.

體育課及使用更衣室注意事項
3.1. 教育局建議學生在體育課當天應盡可能穿著運動服回校，以避免在更衣室內聚集。
3.2. 須佩戴口罩上課，當進行中等或劇烈強度的體能活動時可摘下口罩，但學生要保持 1.5 米距離，及妥善處理好口
罩。
3.3. 避免身體接觸，分班輪流更換體育服。
3.4. 衣物必須以膠袋包裹，不能亂放。
3.5. 學生換好體育服後，應立即清潔雙手及離開更衣室直接到操場上課。
3.6. 上課完畢應在更換校服前清潔雙手。
3.7. 由於進行活動時有機會因為冒汗而弄濕口罩，學生帶備額外的口罩以便作更換之用。
3.8. 下課後清潔雙手，建議換上新口罩，然後再更衣。
3.9. 切勿在更衣室聚集及共用個人物品如毛巾、水樽及梳子等，更換校服後應盡快離開更衣室。
3.10. 上體育課後，學生要補充足夠水分及好好休息。
3.11. 學生如有不適，請立即通知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