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P2021-267-陳校長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通告
4 月 21 日起逐步恢復半天面授課堂安排
各位親愛的家長和學生:
教育局局長於 4 月 11 日(一)宣布，全港小學不遲於 5 月 3 日(一)起全面恢復半天面授課，以便
讓學童能回到校園中學習，使同學在知識、品格、人際社交、體能發展均能得到完善的培育。學校
會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會逐步恢復全校面授課堂。茲將復課後學生需注意事項臚列如下，請全體
家長垂注：
一. 現階段復課安排如下:
1.4 月 21 日-22 日率先恢復四至六年級學生半天面授課，而一至三年級學生於家中進行網課;
2.全校學生 4 月 25 日回復半天面授課。
二. 學生回校進行面授課之檢測要求及準備：
1.為保障全校教職員及學生的健康：
a.家長需依照教育局規定，為回校上面授課的學生每天進行快速抗原測試，並把同學當天的陰
性結果抗原測試棒（上面列明日期、班別及學號）用透明密實袋盛載，在入校前給當值老師
查閱，然後隨即棄置於由學校準備好的廢紙箱內；若測試結果為陽性，請家長立即致電學校
請假及通知衞防中心跟進；
b.如學生曾確診並己康復，由康復後計起三個月內，回校前毋須進行測試，他們只需出示由衞
生防護中心發出的隔離令紙本便可進入校園；為記錄有隔離令學生的有效日期，學校會收取
學生有關文件，並在記錄後當天派回正本及副本給學生。學生在有效日期內手持副本便可進
入校園;
c.若學生未能出示抗原測試棒，會被安排到校內的特別室等候，並根據家長在本通告回條之選
擇處理: 1. 由家長到校為子女進行快速抗原測試 或
2. 同意授權由學校職員為學生進行快速抗原測試 或
3. 由家長到校接子女回家
d.校方明白每天需為學生進行快速抗原測試會增加家長的經濟負擔，故此除根據教育局送來的
快速抗原測試包有序分發給綜援、全書津的學生外，校方會額外預留一定數量，供有迫切需
要的家長領取。如有需要，請家長致電校務處(詳見附件備忘 11 之第 3 點);
e.如有學生仍留在內地或境外未能回港復課，請家長盡快聯絡學校。
2.學生若於上課天早上的快速抗原測試呈陽性，請家長於上午 8 時前致電學校，校方需每天統計
確診數字後再通知衞防中心。如學校出現 5%陽性個案，或個別班級出現 10%陽性個案，或有
學生出現重症之情況，衞生防護中心會作研判，並指示學校是否需要作出停課的決定。如需停
課，校方會於即日內通知全體家長。
3.校方將於 19/4(二)安排本校已報名的學生接種第二針科興疫苗，以提高校園防疫屏障。
三. 各級面授課或 Zoom 課堂安排
日期
上課時間
21/4 -22/4

25/4 開始

上午 8:20下午 1:00

級 別
小四至小六年級學生
回校進行面授課
小一至小三年級學生
在家按 Zoom 課堂時間表上課
小一至小六年級學生
回校進行面授課

備註
會沿用上學期半天課
的上課時間表
會使用特別假期前的半
天 Zoom 課堂時間表
會沿用上學期半天課
的上課時間表

註:1.下午時段各網上實時視像培訓、輔導及活動小組會依原定時間進行;
2.小一至小三年級家長於網課期內需安排子女回校，請閱附件備忘(1) 。

四. 家長進入校園，需符合政府疫苗通行證之要求，詳情見附件備忘(9)
五. 復課在即，請家長注意以下事項：
1. 小一至小三年級家長於網課期內需安排同學回校(見附頁備忘 1)
2. 呈交功課安排
3. 復課課堂時間表

(見附頁備忘 2)
(見附頁備忘 3a 及 3b)

4. 學生回校上課之準備

(見附頁備忘 4)

5. 校車服務

(見附頁備忘 5)

6. 學生上午回校進入校園程序

(見附頁備忘 6)

7. 學生在校內需遵守的衞生事項 (見附頁備忘 7)
8. 學生放學安排

(見附頁備忘 8)

9. 進入校園疫苗通行證更新要求 (見附頁備忘 9)
10.由復課後至學年完結的校曆表更新版 (見附頁備忘 10)
11.其他事項

(見附頁備忘 11)

謝謝各位家長細閱以上通告及附件內容，並作出充份的準備。讓我們家校同心，攜手為學生們
回校上課做最好的安排，讓他們能在安全和衞生的環境下學習和成長。
敬祝各位身體健康 主恩常伴！

校長_________________謹啟
陳志斌
主曆二零二二年四月十四日

附件:
備忘 1. 小一至小三年級家長於網課期內需安排同學回校
小一至小三年級家長如於 21/4-22/4 網課期內，需安排子女回校，請先致電校務處(2648 9283)以作安
排，並留意以下 6 點：
1.根據教育局指引:21/4-22/4 期內，小一至小三年級上午回校學生須完成至少接種一劑疫苗;
2.25/4 開始，下午留校學生除須完成接種一劑疫苗，亦必須在本年 5 月 15 日當天已完成接種一劑疫
苗並超過十四天；並依時接種第二劑疫苗;
3.21/4-22/4 需回校受照顧的小一至小三學生，請家長為先完成快速抗原測試，並把學生當天的陰性結
果抗原測試棒（上面列明日期、班別及學號）用透明密實袋盛載，在入校前給當值老師查閱，然後
隨即棄置於由學校準備好的廢紙箱內；若測試結果為陽性，請立即致電回校及通知衞防中心跟進。
亦請家長替子女出門前量度體溫，如有上呼吸道感染徵狀(如發燒、喉痛、流鼻水等)，切勿回校，
並立即求醫；
4.準備適量口罩佩戴，並須自備紙巾；
5.請家長準時送子女回校（時間為上午 8:20 前），並緊記中午 1:00 前到校接回子女；
6.若居所被列為強檢大廈及為居所中的密切接觸者，切勿回校，以免進一步擴大感染的風險。
備忘 2. 呈交功課安排
1.高年級學生請於 4 月 21 日及 22 日帶齊所有功課回校，讓老師加以指導。如學生已經完成功課，
也可於 21 日及 22 日交給科任老師。
2.低年級學生於 4 月 21 日及 22 日由科任老師透過 Zoom 課堂指導功課。
3.所有功課於 4 月 25 日至 29 日按老師要求交回。
備忘 3a. 21/4-22/4 課堂時間表
21/4-22/4 小一至小三網課時間表
8:30-8:55

第一節課

8:55-9:05

小休

9:05-9:30

第二節課

9:30-9:40

小休

9:40-10:05

第三節課

10:05-10:15

小休

10:15-10:40

第四節課

10:40-10:50

小休

10:50-11:15

第五節課

11:15-11:25

小休

11:25-11:50

第六節課

11:50-12:00

小休

12:00-12:25

第七節課

12:25-12:35

小休

12:35-1:00

第八節課

21/4-22/4 小四至小六面授課時間表
8:00-8:30

班務

8:30-9:00

第一節課

9:00-9:30

第二節課

9:30-9:40

小息

9:40-10:10

第三節課

10:10-10:40

第四節課

10:40-10:50

小息

10:50-11:20

第五節課

11:20-11:50

第六節課

11:50-12:00

小息

12:00-12:30

第七節課

12:30-1:00

第八節課

1:00-1:10

放學

備忘 3b. 25/4 起的課堂時間表
25/4 起全校學生面授課課時間表
8:00-8:30

班務 / 早會

8:30-9:00

第一節課

9:00-9:30

第二節課

9:30-9:45

小息

9:45-10:15

第三節課

10:15-10:45

第四節課

10:45-11:15

第五節課

11:15-11:30

小息

11:30-11:55

第六節課

11:55-12:20

第七節課

12:20-12:45

第八節課

12:45-1:00

班主任課

1:00-1:10

放學

備忘 4: 有關學生回校上面授課之準備
1. 回校上面授課的學生，家長務必每天要為子女量溫，記錄在當天手冊家課日誌欄內；如
出現病徵，尤其發燒，切勿上學，並立即求診就醫；
2.家長需依照教育局規定，為回校上面授課的學生每天進行的快速抗原測試，並把貴子弟當天的
陰性結果抗原測試棒（上面列明日期、班別及學號）用透明密實袋盛載，在入校前給當值老師
查閱，然後隨即棄置於由學校準備好的廢紙箱內；若測試結果為陽性，請立即致電學校請假及
通知衞防中心跟進；
3.學生一經證實染上 2019 冠狀病毒病，請即致電學校，以便校方採取應變措施及通知教育局；
4.每天需為子女準備充足的飲用水、紙巾，更宜備有二至三個口罩，以便替換；亦請帶備透明
膠片的面罩一副，以備不時之需用;
5.為防感染 2019 冠狀病毒病，請促請學生每天上學時，包括乘坐校車、褓姆車或其他交通工具，

必須戴上口罩；
6.如對消毒搓手液等有敏感，請寫手冊通知班主任，並自備合適消毒用品；
7.家長需要為子女備一個 A5 口罩封套，方便於小息進食或飲水時暫存口罩之用。請家長每天把封
套清潔消毒後才讓子女重複使用。
備忘 5:校車服務安排
校車公司將繼續為一至六年級學生提供校車服務，有關車費詳見以下由校車公司提供的資料。

備忘 6:學生上午回校進入校園程序
學生進入校園程序：
1. 進入學校前，學生須戴上口罩，並出示當天用透明密實袋盛載的陰性結果抗原測試棒（上面
列明日期、班別及學號），在入校前給當值老師查閱，然後隨即棄置於由學校準備好的廢紙
箱內；進入校園後，所有時間均有老師或教學助理看顧，確保學生之間有安全的社交距離；
2. 進入校門時，學生須先踏上消毒地毯，進行量溫及噴搓手液消毒雙手；
3. 學生回校進入校園之安排:
日期
a. 4 月 21 日- 4 月 22 日

年級
P.4, P.6

P.5

c.

25/4 開始

P.1,P.4 及 P.6

P.2,P.3 及 P.5

進入校園之方式
學生由學校正門進入，出示當天陰性結果
抗原測試棒或有效隔離令，量溫及消毒
後，從前梯上課室。
學生由學校前閘進入，出示當天陰性結果
抗原測試棒或有效隔離令，量溫及消毒
後，從後梯上課室。
學生由學校正門進入，出示當天陰性結果
抗原測試棒或有效隔離令，量溫及消毒
後，從前梯上課室。
學生由學校前閘進入，出示當天陰性結果
抗原測試棒或有效隔離令，量溫及消毒
後，從後梯上課室。

4.學生上到課室後，班主任會檢查學生手冊內家課冊頁的量度體溫紀錄。
備忘 7: 學生在校內(課室及樓層)需遵守的衞生事項
1.課室內會放置洗手液、消毒搓手液及抺手紙供學生使用；
2.班主任會教導學生如何妥善存放及處理口罩；
3.班主任會盡用課室空間，使學生保持最大的社交距離；學生在課室內單行而坐，教師會開啟
門窗，以確保空氣流通；
4.學校將安排雨操場感統室作隔離區域，遇有學生不適時，校方會安排有關學生到感統室休
息，並致電家長到校接回；
5.小息時，學校將採用雨天安排方式，學生只可以安坐於所屬的課室內休息；
6.如需要去洗手間，需在洗手間門外輪隊進入，並保持 1 米的社交距離；
7.男廁內尿兜會減少一半，以確保男生使用時保持一定距離；
8.除在小息時間享用食物外，學生在學校內需全日戴上口罩，飲水除外；
9.不可與學生分享食物，避免與學生過於親密，亦請家長為子女預備足夠的飲用水(但水樽樽口
不宜太細小，也不可以有噴射水的功能)；
10.進食時，所有學生須留在座位，面向前面，不可轉身與學生談話；
11.學生棄置垃圾時，若是口罩，要用封套內頁(對摺的 A4 紙)包住，扭一扭，隨即放進有蓋垃圾
桶，請勿用手接觸垃圾桶蓋(只需用腳踏把桶蓋打開，然後棄置口罩及垃圾）。

備忘 8: 學生放學安排
為避免家長及學生放學時過於聚集，學校將繼續實行學生分批放學
1.為避免「家接」的家長們過於聚集於校門外，放學時「家接」將有以下安排：
玻璃門

前閘

後閘

後梯出口

下午 1:00

一年級家接學生

二年級家接學生

三年級家接學生

四年級家接學生

下午 1:10

六年級家接學生

*
**

五年級家接學生

未有家長即時接回的學生，一年級需於詢問處長櫈坐下等候 / 二至六年級需於雨操場的長
櫈坐下等候，並需保持社交距離，學校亦會安排人手看顧。
請 P.1-P.4 家接的家長於下午 1:00 到校外上述位置等候；P.5-P.6 家接的家長於下午 1:10 到
校外上述位置等候。請「家接」的家長們在等侯時戴上口罩，並與其他家長保持適當的社
交距離。

2. 其他歸程隊伍安排：
放學隊及集合地回點
a.校車 (禮堂)

P.1-P.6
1:10 二至六年級跟班主任到禮堂集合
一年級跟班主任由前梯到一樓後進入禮堂集合

b. 商 場 隊 及 基 督 書 院 隊 1:10 一至六年級跟班主任到地下雨操場集合
(雨操場)
c.沙角/ 乙明 / 馬鐵 / 博 i. 晴天安排：
安、博文
1:10 一至六年級跟班主任到地下籃球場集合

ii. 雨天安排：
1:10 一至六年級跟班主任到以下地點集合:
⚫ 乙明隊 : 一樓禮堂外走廊
⚫ 博安博文隊 : 二樓走廊
⚫ 沙角/馬鐵隊 : 三樓走廊

備忘 9: 「疫苗通行證」更新安排
所有進入本校範圍的家長、導師、保姆、義工及所有到訪人士須遵守以下安排:
日期
適用對象 家長、導師、保姆、義工及所有到訪人士
2022 年 4 月
進入校園 1.1 必須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進入學校；
29 日或之前
要求
1.2 必須出示至少已接種一劑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的記錄；(除獲豁免
人士外備註)
1.3 量度體温及消毒潔手。
2022 年 4 月
進入校園 1.1 必須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進入學校；
30 至5 月30 日 要求
1.2 必須出示至少已接種兩劑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的記錄；(除獲豁免
人士外備註)
1.3 量度體温及消毒潔手。
2022 年 5 月
進入校園 1.1 必須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進入學校；
30 日後
要求
1.2 必須出示至少已接種三劑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的記錄(接種後兩劑
後滿 6 個月之 18 歲以上人士)；或
必須出示至少已接種兩劑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的記錄
(接種後兩劑後未滿 6 個月)(除獲豁免人士外備註)
1.3 量度體温及消毒潔手。
備 註
獲豁免人士指因身體狀況不允許接種疫苗，但須出示有效醫學證明；
亦須按規定進行檢測並能出示陰性證明，否則不准進入學校範圍。
備忘 10. 由復課後至學年完結的校曆表更新版
以下是由復課後至學年完結的校曆表更新版，供各位家長參閱。

備忘 11: 其他事項
1. 德育及公民教育活動:
a.請 P.1-5 學生於 4 月 29 日前交回紙巾盒套，作品上必需寫上姓名，以便機構日後發證書。
b.請各提醒 貴子弟完成手冊 p.74-76 頁，我有「SmartGoal 行動承諾」2-4 月份的實踐記錄。
2.午膳事宜:
a. 4 月份復課期間，未能派發午膳飯盒，因飯商安排需時及需訂購食材。
b. 停課前 2 月份之訂餐，將會取消或安排退款。
c. 復課後會派發 5 月份餐單給之前有訂餐的學生，個別有需要的家長向校務處索取後備餐單。
d. 復課後學校仍是半天面授課堂安排，故此飯餐只給學生帶回家中進食，請學生帶備保溫袋作保
質之用。
e. 有關上學期之午膳退款會於復課後與飯商安排盡快辦理。
3.

送贈快速檢測包:
學校有少量快速檢測包送給有迫切需要之家庭，每位學生最多可領取 5 套，家長可於 4 月 19 日
(二) 或 4 月 20 日(三) 兩天於早上 10:00-中午 12:00 或下午 2:00-3:30 期間到校領取，為開學做
好準備。

4.

夏季校服適應期:
夏季校服適應期由復課日起至 4 月 29 日（五）止。全校學生於 5 月 3 日（二）更換夏季校服。
請家長預先替子女安排合身的夏季校服（詳見在校網展示的夏季校服式樣）。

5.

小一混合疫苗、小五及小六的子宮頸疫苗注射:
衞生署將於 5 月 11 日(三)到校為小一男女生注射混合疫苗及小五、小六女生注射子宮頸疫苗，
校方會在 4 月 21(四)派發同意書給家長填寫。（備註：小一及小六針卡在學校，小五女生要交回
給針卡班主任）

6.

4 月 26 日(二)校服售賣日
小四至小六年級學生會於 4 月 22 日(五)獲發紙本訂購表; 小一至小三年級的訂購表，會透過
Whatsapp 家長群組及 Edmodo 發給家長。4 月 26 日校服商到校售賣校服之時間安排如下:
12:00-13:00：四至六年級【學生】
13:30-14:00：四至六年級【家長】
14:00-15:00：一至三年級【家長】

7.

香港中文大學到校實習老師:
2022 年 4 月 21 日至 5 月 31 日期間，就讀香港中文大學教育文憑（小學）的 鄭彩虹老師、梁
君珩老師及吳耿超老師分別會在本校一信班中文課堂、三信班英文課堂及一誠班數學課堂進行
教學實習。期間實習老師會經本校的啟導老師指導教學。不論網課(ZOOM)或面授課堂，原任
老師亦會參與每節課堂，確保教學內容及活動符合學生需要。在此讓 貴家長們知悉此安排，

如有疑問，可致電回校向鄺嘉瑩老師查詢。
8. 學校活動及訓練：
根據教育局要求，如學生平日下午或周六進行活動，學生必需完成接種兩劑疫苗並超過 14 天，
鑑於各組學生均未能達到這個要求，故此各課後小組、周六興趣班及資優小組仍按相關通告所示
日期維持網上授課。唯以下於上課時段的活動仍會舉行：
a.一勤班學生於 4 月 22 日（五）12:00-1:00 有多元智能課。
b. 4 月 27 日（三）早上 7:20-8:20 有高年班舞蹈組訓練。
c.4 月 29 日（五）早上 7:20-8:20 有低年班舞蹈組訓練。
9. 圖書科：
a. 請學生於回校上課的第一天交回已完成的《閱讀足印》第二冊。
b. 請學生於 5 月 1 日前完成電子版閱讀約章內最少 5 個閱讀報告。
10. 小六畢業照拍攝
4 月 27 日(三) 將進行小六畢業照拍攝，為配合防疫措施，攝影公司將安排學生分別拍攝個人畢
業照，另合拼全班畢業照。由於拍攝期間會穿上畢業袍，為了整齊美觀，請同學當天穿著冬季
常規校服，或帶同冬季常規校服回校更換拍攝。
11. 早前 4 月初透過 e-class 查詢有關接種人數統計結果:
接種新冠肺炎疫苗人數統計結果：
已接種兩劑
人數百份比

已接種一劑
人數百份比

未有接種(包括少數未回覆)
人數百份比

a. 全校教職員

97.77%

2.33%

0%

b. 全校學生

33.97%

38.24%

27.79%

c. 一年級學生

28.68%

33.60%

37.72%

d. 二年級學生

32.20%

40.67%

27.13%

e. 三年級學生

32.81%

38.28%

28.91%

f. 四年級學生

37.64%

37.05%

25.31%

g. 五年級學生

31.85%

41.48%

26.66%

h. 六年級學生

40.59%

38.61%

20.80%

註:1.隨著 4 月 19 日(二)學校安排第二次新冠肺炎疫苗及部份定家長已回覆校方已預約第二劑疫苗
接種，故預計接種兩劑人數百份比會提升至 60%;
2.如學生在疫苗接種的次數上有任何改變，請家長透過手冊通知班主任更新數據;
3.至於回復全日面授課堂，校方會繼續監察本校各級學生接種人數是否達標及留意教育局進一
步的指引再作出跟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