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通告 20128A) 
 

有關「五及六年級面授課堂、中華文化周、二至五年級考試及六年級測驗等安排」事宜 

 

親愛的家長： 

 

    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教育局宣布全港幼稚園及中小學將繼續暫停面授課堂及校內

活動至農曆新年假期，但學校可安排個別級別學生回校進行不多於半天的面授課堂。下列事項，祈

為垂注： 

 

(一) 五及六年級面授課堂安排 

為了鞏固五年級及六年級學生的學習，讓老師更深入了解學生近日的學習情況，本校特安排
五年級及六年級的學生於農曆新年假期前恢復部分面授課堂，有關安排如下： 

 返校日期 上課時間 放學時間 

六年級 2021年 1月 25日(星期一)至 29日(星期五) 
08:10 13:00 

五年級 2021年 2月 1日(星期一)至 5日(星期五) 

備註：  未能回校參與面授課堂的學生，可繼續利用「全民學習 All4Learn」平台依時間

表繼續進行網上學習，家長須於該周的星期三到校交功課及領取學習物資。 

 返校參與面授課堂的學生家長須於返校首天填妥學生手冊 P.8「假期期間學生外

遊離港健康申報紀錄」。 

 每天上學前為子女量度體溫，並記錄在家課冊上。 

 學生到校時間為 07:30 至 08:10。 

 返校期間不設校車服務，家長須自行安排學生往返學校的交通。 

 

(二) 中華文化周 

舉行日期：2021年 1月 18日至 22日(隨堂進行) 

內    容：介紹中國傳統戲劇(粵劇)、中國傳統樂器、趣味剪紙及創意寫揮春。 

形    式：透過 Zoom 視像會議進行。 

 

(三) 二至五年級考試及六年級測驗安排 

因應疫情未能恢復面授課堂，本校把二至五年級考試及六年級測驗以練習形式讓學生完成，
以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有關安排如下： 

日期 內容 備註 

 二至五年級 六年級  

12/1 

及 

13/1 

派發 

中文(閱讀，寫作，聆聽)、 

英文(聆聽)、數學、 

音樂(聆聽)、普通話(聆聽)  

派發 

中文(綜合)、數學、 

普通話(聆聽) 

老師將於網上課堂時與學生一
同完成聆聽試卷。 

家長於家中協助學生完成測考
卷注意事項： 

 為學生提供一個寧靜的環

境，並須按卷面時間完成
測考。 

 二年級家長可讀出大題
目，但不讀卷。 

 家長不需指導，讓學生自
行完成。 

 試卷完成後請放回家課袋
交給老師批改。 

19/1 

及 

20/1 

交回 

中文(閱讀，寫作)、數學 

交回 

中文(綜合)、數學 

派發 

英文(閱讀，寫作)、常識 

派發 

英文(綜合)、常識 

26/1 

及 

27/1 

交回 

中文(聆聽)、 

英文(閱讀，寫作，聆聽)、
常識、音樂(聆聽)、 

普通話(聆聽)  

交回 

英文(綜合)、常識、 

普通話(聆聽) 

 



 

(四) 一年級進展性評估安排 

因應疫情未能恢復面授課堂，本校把一年級進展性評估以練習形式讓學生完成，以了解學生
的學習進度，有關安排如下： 

日期 內容 備註 

12/1 派發 

中文(進評 2，進評 3)、英文(進評 3)、
數學(進評 3)、常識(進評 3) 

老師將於網上課堂時與學生一同完成
聆聽評估。 

家長於家中協助學生完成評估注意事
項： 

 為學生提供一個寧靜的環境，並
須按卷面時間完成評估。 

 一年級學生須讀卷，家長逐一讀
出題目，讓學生逐一完成題目。 

 家長不需指導，讓學生自行完
成。 

 評估卷完成後請放回家課袋交給

老師批改。 

 部分學科老師會在網上課堂與學
生一同完成評估。 

 

19/1 交回 

中文(進評 2，進評 3)、英文(進評 3)、
數學(進評 3)、常識(進評 3) 

 派發 

中文(閱讀，寫作)、英文(進評 4)、 

數學(進評 4，總評)、常識(進評 4)、 

普通話(聆聽) 

26/1 交回 

中文(閱讀，寫作)、英文(進評 4)、 

數學(進評 4，總評)、常識(進評 4)、 

普通話(聆聽) 

 

(五) 學童牙科保健服務 

因未恢復面授課堂，家長須自行帶子女參加學童牙齒保健服務。請以下班別的學生家長，按照
下列日期及時間，帶同貴 子女到藍田學童牙科診所進行牙齒檢查，並請帶備預約便條及牙科
保健手冊，詳情請參閱藍田學童牙科診所的預約便條。 

班別 日期 時間 

3A 18/01/2021 11:00 

4E 19/01/2021 11:00 

3C 20/01/2021 11:00 

3D 22/01/2021 11:00 

4A 25/01/2021 11:00 

4B 26/01/2021 11:00 

3B 28/01/2021 11:00 

4D 29/01/2021 11:00 

2A 02/02/2021 08:45 

4C 02/02/2021 08:45 

 

(六) 下學期增潤課程安排 

下學期，三至六年級之增潤課程將由 2月 1 日起更改網上授課時間，有關安排如下： 

課程 日期 星期 時間 

五及六年級增潤課程 
1/2、22/2、1/3、8/3、29/3、12/4、

19/4、26/4、3/5、10/5、17/5 
一 15:45-16:45 

三及四年級增潤課程 
3/2、24/2、3/3、24/3、14/4、21/4、

28/4、5/5、12/5 
三 15:45-16:45 

 

(七) 課後延伸活動上課日期更改 

由於家長日延期至 2021年 3月 6日舉行，原定於 3 月 6日(星期六)之課後延伸視像活動課(排
球、男子籃球、徑項訓練、跳高跳遠、花式跳繩、中國舞初及高級組、小結他、P.1-P.6劍橋英
語、P.1-P.3 奧數班)將改期至 2021年 2月 6日(星期六)進行，請家長提醒子女依時出席視像活
動課堂。 

 



 

 

家長應採取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措施及留意子女的健康情況，避免帶子女前往人多擠

逼、空氣流通欠佳的地方，學童需保持均衡飲食、恆常運動及充足休息以增強免疫力。學

童如有任何身體不適（即使徵狀非常輕微），應盡快向醫生求診。  

 
惟鑑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仍可能有變化，學校會繼續密切留意有關情況，家長亦需密切

注意教育局及學校的最新公布。本校亦會透過學校網頁及校園手機應用程式發放最新消息。請家長

簽覆回條，於 2021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三)或以前交回班主任。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2755 9195 與班

主任聯絡。 

 

 

校長 

 

 

 

 

 

2021 年 1月 12日 

 

 

 

 

 

 

 

 

 

 

 

 

 

 

 

------------------------------------------------------------------------------------------------------------------------ 

 

回條 (樂善堂楊仲明學校 通告 20128A/張 0129) 
蕭校長：  

 

    本人知悉通告 20128A 各項事宜的安排。 

 

     

 

    家長簽署﹕           

    聯絡電話﹕           

    學生姓名﹕       (   ) 

    班  別﹕     年級     班 

    日  期﹕2021 年 1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