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通告 20013)
有關小一開學各項事宜(二)
親愛的家長：
新學年開始了，本年度因受 2019 新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本校按照教育局指引，9 月開學的課
堂改為網上視像進行。下列事項，祈為垂注﹕
(一) 本年度關注事項
1.1 提升學與教成效
1.2 建立學生積極的學習態度
1.3 營造正面校園文化
(二) 開學適應周安排
9月1日
9月2日
9月3日
9月4日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時間
科目
中文
英文
數學
班主任課
08:30–09:15
一及二年級
一及四年級
一及二年級
一至六年級
09:30–10:15
三及五年級
二及三年級
三及四年級
10:30–11:15
四及六年級
五及六年級
五及六年級
請假安排︰ 如學生因病或事未能依時上課，請於當天早上 8 時 15 分前致電校務處請假，並以
書面通知班主任。
備註：建議學生穿著校服上課，保持儀容整潔。如有查詢，可致電 2755 9195 與班主任聯絡。
日期

(三) 視像課堂安排
2020 年 9 月 7 日(星期一)開始，上課時間按下表進行，詳情請參閱各班時間表。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早會/德育及公民教育/班主任課
08:30-09:00
(課堂)
(課堂)
(課堂)
(課堂)
(課堂)
09:00-09:45
小休
09:45-10:00
(課堂)
(課堂)
(課堂)
(課堂)
(課堂)
10:00-10:45
護眼操/伸展運動
10:45-11:00
(課堂)
(課堂)
(課堂)
(課堂)
(課堂)
11:00-11:45
小休
11:45-12:00
(課堂)
(課堂)
(課堂)
(課堂)
(課堂)
12:00-12:45
午膳
12:45-14:00
輔導課/功課輔導班/課後資優班/學習支援班/特別加強班等
14:00-14:45
小休
14:45-15:00
輔導課/功課輔導班/課後資優班/學習支援班/特別加強班等
15:00-15:45
課後延伸活動
15:45-17:00
*下午課程及活動將於 10 月開始隔周進行，有關詳情容後公布。
各科每周上課節數
科目
上課節數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音樂

體育

視藝

普通話

圖書

4

4

4

3

1

1

1

1

1

請假安排︰如學生因病或事未能依時上課，請於當天早上 8 時 15 分前致電校務處請假，並以
書面通知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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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a.
b.
c.
d.
e.
f.

學生需穿著校服上課
有關視像課堂的安排，請參閱【視像課堂學生規則】
參與網上課堂時學生須保持良好的學習態度及時刻保持良好坐姿
網上課堂會登記學生出勤紀錄
當教育局因熱帶氣旋或暴雨信號影響本港而宣布學校停課，視像課堂將會取消
參與網上課堂連接 Wifi 並關閉流動數據功能使用，以免產生額外流動數據用量的收
費
g. 確保手機或電腦備有足夠電量

(四) 使用八達通作學生出席紀錄及繳費用途
4.1 本校採用「校園八達通管理系統」作點名及收費之用。每位學生進入校園時，需在「八
達通卡閱讀器」上輕輕拍卡，系統會自動記錄其出席情況，學生亦可利用「八達通」繳
交費用(部分活動或需以現金繳付)。
4.2 如需收取費用時，校方會派發通告通知家長在指定日期前增值足夠的費用。每張卡只可
為一名學生點名及繳費，因此，學生每天均需帶備已貼上個人姓名及班別的八達通卡回
校，並要小心保管。
(五) 學生手冊
5.1 請家長替孩子填寫學生個人資料 (學生手冊第 1 頁、第 5 頁、第 6 頁及第 8 頁)。
5.2 家長與本校文件往來，均以「學生手冊」內第 1 頁之「家長簽署式樣」為依據。
5.3 學生須保持「學生手冊」完整清潔。
5.4 「學生約章」(第 4 頁)，請家長與孩子一同仔細閱讀後，一起立約，各自在適當的位置上
簽署，以表示自願遵行，達致立己立人。
5.5 「家課冊」用作記錄家課，目的是協助孩子溫習。請家長每天督促孩子完成家課，並在
「家長簽署欄」內簽署。
(六) 委託監護人事宜
如家長有需要安排其他人為

貴子弟簽署學校文件，必須預先以書面通知校方。

(七) 校服
學生須穿著整齊校服上課，詳見學生手冊第 13 頁。
(八) 訂購「樂善堂頸巾」
樂善堂備有冬天頸巾(深藍色或深灰色)供學生選購，每條訂價港幣 35 元正。
(九) 保持校園衞生
要使孩子健康成長，請家長於復課後經常提示孩子下列各事項：
9.1 上學前
9.1.1 要洗手及量體溫
9.1.2 帶餐具、闊口水樽、毛巾或紙巾
9.2 校園內
9.2.1 常洗手及使用搓手液
9.2.2 注意個人衞生
9.2.3 遇有不適，應戴上口罩並告訴老師 (書包內常備三個口罩)
9.2.4 帶手巾及紙巾
9.2.5 合力保持環境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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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協助子女減輕書包重量
過重的書包對孩子的健康帶來不良影響，請鼓勵孩子每天依上課時間表執拾課本及用品。本
學年，本校繼續為每位學生提供儲物櫃(不能上鎖)，學生可把在校經常使用的物品(當眼位置
貼上姓名及班別)存放在櫃內，但切勿擺放重要及貴重的物品。若物品有任何損毀或遺失，
校方概不負責。
(十一) 乘搭校車
11.1 請家長與孩子共同閱讀「學童乘搭校車安全指引」〔見附件(一)〕，並時常提醒 貴子弟
遵守，以策安全。
11.2 如 貴子弟欲某天上學或放學時不乘搭校車，家長必須事前通知校車公司及知會學校。
(十二) 放學方式紀錄
為加強學生放學安全措施，請家長填覆回條指出學生的放學方式。日後若有更改，請用「學
生手冊」通知班主任。
(十三) 熱帶氣旋、持續大雨及其他緊急事故放學安排
根據教育局及天文台指引，有關本校在惡劣天氣及其他特殊情況下所採取之應變措施及安排
如下：
13.1 熱帶氣旋︰
以下一般安排在熱帶氣旋影響香港下適用，而教育局亦會就此發出適當公布：
天氣情況
應採取的行動
當天文台發出一號或三號熱帶氣 除非另行通知，否則本校照常上課。
旋警告信號
當天文台發出八號預警/八號或以 學校停課。
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13.2 暴雨警告信號：
以下一般安排在暴雨期間將會適用，而教育局亦會就此發出適當公布：
暴雨警告信號
應採取的行動
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除教育局特別宣布停課外，本校照常上課。
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i) 在上午5時30分至6時前發出
1. 學校停課，未離家上學的學生應留在家中。
2. 學校實施應急措施，並安排人手照顧可能返抵
學校的學生；同時須在安全情況下，方會讓學
生回家。(紅雨適用)
(ii) 在上午6時至8時前發出
1. 學生無需上課，未離家上學的學生應留在家
中。
2. 學校校舍保持開放直至正常放學時間為止。
3. 學校實施應急措施，照顧已返抵學校的學生，
並須在安全情況下，方會讓學生回家。
(紅雨適用)
(iii) 在上午8時至10時30分前發
1. 學校繼續上課，直至正常放學時間為止。
出
2. 學校須在安全情況下，方會讓學生回家。
3. 家長如有需要，可到校接回子弟。
(iv) 在上課時間內發出
1. 學校繼續上課，直至正常放學時間為止。
2. 家長如有需要，可到校接回子弟。
13.3 異常天氣(寒潮)︰
以下一般安排在天文台預測嚴寒天氣持續而影響香港下將會適用，而教育局亦會就此
發出適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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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情況
應採取的行動
天文台預測嚴寒天氣持續，教育 1. 學校停課。
局宣布全日停課
2. 學校實施應急措施，並安排人手照顧可能返抵
學校的學生；同時須在安全情況下，方會讓學
生回家。
13.4 在任何情況下，當教育局於上課期間突然宣布學校停課時，請家長依廣播信息作出安
排。此外，家長亦應預先指示子女有關的應變方法：
13.4.1 如家長未能到校接放學，而 貴子弟亦未能自行返家，家長應告知子女一位親
友的聯絡電話及地址，以便 貴子弟聯絡並作出適當安排。
13.4.2 如遇任何困難或突發事件，應立刻通知老師 (學校電話︰2755 9195)。
13.4.3 有關安排請詳閱學生手冊 P.5。
(十四) 午膳安排
復課後，本校學生午膳時間由 12:35 至 13:05，家長可為子女向供應商訂購或自備午膳。詳情
如下：
14.1 向午膳供應商訂購
「泛亞飲食有限公司─活力午餐(大家樂集團成員)」本年度為本校膳食服務供應商。
14.1.1 餐盒款式：每天四款，任擇其一，其中一款是素食。
14.1.2 餐盒訂價：每盒$19.00。
14.1.3 供應商提供服務
(1) 逢星期三贈送水果(鼓勵學生每天帶水果用膳)。
(2) 免費提供環保餐盆及餐具給新生，請家長每天指導子女清洗餐具，翌日帶
備回校使用。
14.1.4 付款方式
(1) 到 7-11 便利店、OK 便利店、華潤萬家生活超市、Vango 便利店繳費。
(2) 可以繳費靈付款 (商戶編號 9297)。
(3) 若須要收據，請在餐單內註明。
14.1.5 退餐
(1) 如學生請假，請家長於 08:15 前通知校務處請假及退餐，餐價將於下一個月
訂購表中扣除。
(2) 若家長未能及時通知校務處取消午膳，則無法安排退款。
(3) 如遇紅雨、黑雨或教育局宣布學校停課，當天已訂購之飯盒費用一律於隔
月午膳費中扣除。
(4) 訂飯只設按月訂購，不設當天購買飯盒，如學生因特殊原因需購買後備飯
盒，必須由家長利用手冊通知班主任，並列明原因。向午膳供應商訂購午
膳與否，純屬自願，請家長留意。
14.2 自備午膳
14.2.1 必須使用安全及保溫性能良好之器皿盛載食物。
14.2.2 請勿準備湯水或粥類食物，以免因傾瀉而發生意外。
14.2.3 上課天送午膳到校時間由 12:15 至 12:30。
14.2.4 請把午膳放在指定的餐車上。
14.2.5 餐盒上必須清楚註明學生姓名及班別。
14.3 申請「在校免費午膳」計劃
本校參加了 2020-2021 年度「在校免費午膳」項目，為低收入家庭的小學生提供在校
免費午膳，讓合資格學生在校期間能獲得均衡及充足的膳食。
對象學生：
14.3.1 在學生資助計劃下，獲得 2020/21 學年全額津貼。
14.3.2 向本校午膳供應商訂購午膳(學生自備午膳不會獲提供資助)。
14.3.3 把學生資助處發出的「2020/21 資格評估申請結果通知書」或「2020/21 資格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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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連同申請通告回條交給班主任，以便制定午膳津貼名單。
14.3.4 當校方知悉學生為合資格學生，而家長已預繳午膳費用，校方會盡早啟動午膳
商退還午膳費用手續。
14.3.5 有關詳情可閱覽通告 20004「有關 2020/21 學年在校免費午膳事宜」。
(十五) 申請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為使學生在五育方面得到均衡發展，擴濶視野，本校會安排他們參與不同活動及延伸學習。
學校舉辦學習活動時，將因應個別活動的需要而收取費用(例如：車費、宿營費等)。如學生
因家庭經濟困難而未能參加此等活動，可為學生向校方申請學生活動支援津貼，條件如下：
15.1 就讀一至六年級學生及
15.2 領取社會綜合援助、領取學生資助計劃書簿津貼全額資助或經濟有困難的家庭
(十六) 手提電話的處理
如家長認為學生必須攜帶手提電話，所有學生必須填妥及交回「攜帶手提電話回校申請表」
。
學生在進入學校前必須關上手提電話的電源(包括響鬧功能)並把手提電話放進密實袋(當眼
位置貼上姓名及班別)交校務處保管，但期間手提電話若有任何損毀，校方概不負責。如學
生被發現放置手提電話在書包內，校方將會作違規處分。如欲申請者，請向李桂珊主任索取
申請表。
(十七) 學校活動攝錄安排
校園是孩子愉快成長的地方，本校希望與家長及學生分享學生的校園生活點滴及學習經歷，
故將拍攝或錄影各學習活動，並上載本校網頁或刊登於學校刊物中。如家長不欲 貴子弟參
與本校的任何攝錄，請以書面通知本校。
(十八) 更新學生資料
為更新教育局 WebSAMS 內的資料庫，請家長細心核對「學生資料核對表」並簽署及交回班
主任，如學生已領取兒童身份證，亦請盡快將副本交回班主任。如學生資料於學期中段有任
何改動，亦須通知班主任。
(十九) 學生保險
本堂一直關注學生在學習和參加活動時的安全問題，並明白轄屬中、小學學生在多元化學習
過程中，可能會遇到損傷或意外，因而需要醫療費用或賠償等支援。有見及此，本堂常務總
理會通過提供保障計劃，由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撥款為轄屬中、小學學
生購買「學生個人意外保險」，希望能達到關懷學生及支援家長的目標。
(二十) 學生使用電腦習慣調查
本校為加強學生在電子學習上的支援，了解學生在家中使用電腦的情況，請家長填寫「學生
使用電腦習慣調查表」。
(二十一) 本校校服供應商
本校校服供應商為天寶校服公司，學生可向該公司訂購校服及運動服。
(二十二) 「特定用途收費」
為了提供更佳的學習環境及設施，教育局核准學校徵收「特定用途收費」(教育局通告第
14/2012 號)，每年最多可向學生收取非標準項目費用 310 元。
上學年，本校運用「特定用途收費」購買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設備等設立 I.T.Zone，讓學
生在小息及午息時進行自學活動。此外，本校於全校走廊進行環境改善工程，增加展示學
生作品的空間，提升孩子的成功感。
本年度，本校按需要向每位學生收取的非標準項目費用為 250 元正，於地下操場安裝冷氣
設備及支付有關的電費，改善操場的環境，讓孩子擁有更理想的活動空間。家長需於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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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星期二)或以前以八達通繳付。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755 9195 與張瑞萍副校長聯絡。
請家長簽覆回條，於 2020 年 9 月 8 日(星期二)或以前交回本校；此外，更請家長提醒孩子將學
校通告存檔，以便日後查照。

校長

2020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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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學童乘搭校車安全指引
1. 學童乘搭校車時，必須遵守以下安全指引，請家長時常提醒 貴子弟遵守，以策安全：
 車輛行駛時，切勿離開座位
 途中切勿與司機談話或大聲呼叫
 乘車時切勿吃喝或玩耍
 切勿將頭、手或身體任何部分伸出窗外
 切勿把玩緊急出口車門掣
2. 為使學童能準時及安全抵校，請家長按校車公司的預約時間及上車地點，敦促學童準時抵
達，逾時不候。
3. 為使各學童在校車行駛時能充分佔用一個合適的座位，學童應整理書包及避免攜帶大型物
品乘搭校車 。
4. 學童應該遵照指示，採用正確的方法上落車，並應於車輛完全停下來的時候，才可上車或
下車。
5. 學童下車後，應與即將離去的車輛保持安全的距離。
6. 小一學童乘校車返家時，必須由家長/監護人到車站接回；其他年級的學童，若家長須要到
候車站接回子女，亦請準時到達。
------------------------------------------------------------------------------------------- ------(附件二)
學生姓名：

(

) 班別：

年級

班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學生使用電腦習慣調查表
本校為加強學生在電子學習上的支援，了解學生在家中使用電腦的情況，請家長填寫「學生使
用電腦習慣調查表」。
1.

家中可上網的電腦裝置或設備： □ 有 (如有，請回答 1a 及 1b)
□ 沒有 (沒有請回答 2)
1a. 可上網的設備：

□桌上電腦 /

□手提電腦 /

□手機 /

□平板電腦︰(iOS 系統/ Android 系統/ 其他
1b. 家中連接互聯網的情況： □固網寬頻 /

2.

學生有沒有上網的習慣？

□流動數據服務(手機 SIM 卡)

□ 有 (如有，請回答 2a 及 2b)
□ 沒有

2a. 學生上網習慣：□每天/ □一星期_____天
2b. 平均每次上網時間：□一小時 /

□一至兩小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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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時或以上

)

學生姓名：
回

條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

) 班別：

年級

班

通告 20013/張 0910)

蕭校長：
本人知悉通告 20013 各項事宜，明白家校合作的重要，定會作出合適的安排以配合校方的需要。
*********************************************************
(八) 訂購「樂善堂頸巾」
本人知悉 貴校為學生訂購「樂善堂頸巾」事宜。
□ 本人委託校方替*小兒/小女代購 □ 深藍頸巾____條
□ 深灰頸巾____條
□ 不擬訂購
*********************************************************
(十二) 放學方式紀錄
有關 *小兒/小女放學方式一事，經仔細考慮後，選擇如下：
□ 乘校車 ﹝本人準時在校車車站接回﹞
□ 家長隊 ﹝本人親自準時到校接領﹞
□ 兄姊隊 ﹝與在 貴校就讀之兄弟姊妹一起放學﹞
兄弟姊妹姓名：
班別：
□ 自行放學 ﹝本人深信他有足夠自我照顧能力，現採用自行放學方式﹞(一年級學生不適用)
另本人明白如日後要更改孩子的放學方式，須即時用「學生手冊」通知班主任。
*********************************************************
(十三) 熱帶氣旋、持續大雨及其他緊急事故放學安排
本人知悉有關 貴校對熱帶氣旋、持續大雨及其他特殊情況所採取之應變措施及安排，如遇上
述情況，本人為*小兒/小女選用之放學方式如下：
□ 乘校車 ﹝本人在校車車站接回*小兒/小女﹞
□ 家長隊 ﹝本人接獲教育局或 貴校停課信息時，將立刻到校接回*小兒/小女﹞
□ 自行放學隊﹝經與本人聯絡後，安排*小兒/小女自行離校﹞
*********************************************************
(十四) 午膳安排
本人明白 貴校對午膳之安排事宜，學生回校上課後，*小兒/小女將
□ 自行攜帶午膳
□ 向「活力午餐」訂購午膳(全額津貼的學生，可獲「在校免費午膳」資助申請)
□ 由家長送飯
*********************************************************
(十五) 申請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本人已知悉有關一至六年級學生申請「學生活動支援津貼」事宜。
□ 本人有意為子女申請上述津貼 (本校會為下列資料保密，確保個人私隱)
□ 本人現正領取社會綜合援助 (檔案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 *小兒/小女現正領取學生資助計劃書簿津貼全額資助津貼
□ 其他 (不屬於以上兩類別，但有經濟困難)
請註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人不擬申請上述津貼
第8頁

*********************************************************
(二十二) 「特定用途收費」
本人將於 9 月 8 日(星期二) 或以前以八達通繳交本學年的「特定用途收費」—港幣 250 元，敬
請查收
*********************************************************
本人將

 繳交「特定用途收費」(250 元)
□ 訂購「樂善堂頸巾」(35 元)

#

請在適合的方格上用「」表示

*請刪除不適用者

家長簽署：
聯絡電話：
學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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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班

別：

年級

班

日

期：2020 年 9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