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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通知書

編號：S43-2019-20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敬啟者：
回應教育局「繼續暫停所有校內活動至 16/08 (日)」的學校事務最新安排
由於冠狀病毒疫情有繼續擴散跡象，教育局今天 (27/07) 下午發出最新指引，宣佈所有學校由 29/07 (三)
起繼續暫停所有校內活動。學校迅速作出回應，並決定所有級別回校補課安排、回校處理註冊事宜及其他課
外活動，繼續暫停至 16/08 (日)。現特以此通告，修訂於 14/07 (二) 當天所發出的通知書內容，各項最新安
排大致如下：
1.

活動項目取消事宜：
1.1. 原定於29/07 (三) 至30/07 (四) 有關中一級至中五級學生回校核對試卷安排經已取消。
1.2. 原定於06/08 (四) 至07/08 (五) 的派發成績表及註冊安排經已取消。最新安排可見本通知書第3點。

2.

發放電子版成績表及註冊事宜：
2.1. 本年度的全年成績表正本將會於2020-2021年度新學年復課後派發予全體學生。
2.2. 校務處將於31/07 (五) 下午透過 eClass Parent App發放電子版學生成績表及註冊安排通告。家
長請於04/08 (二) 中午12:00時正或以前回覆是否為 貴子弟保留2020-2021年度的學位，當中包括
重讀生。
2.3. 家長亦必須於08/2020 期間前往中國銀行入數至相關通告中所指定之銀行戶口，並提醒
必須於新學年復課時帶回相關入數紙，擲交班主任查收。

3.

貴子弟

各級「暑期電子閱讀獎勵計劃」安排：
閱讀推廣組於本年度推出「暑期電子閱讀獎勵計劃」。有關安排可見本通知書有關該「獎勵計劃」之<
附件> (pp.3-4)。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於暑假期間積極完成有關「獎勵計劃」，所有已完成的閱讀報告之
表現將計算為新學年上學期的部份測驗分數。

4.

各級暑期作業安排：
學校於07/2020 初經已派發本年度中、英、數各科的暑期作業，各級學生必須於暑期內積極完成所有作
業，並於新學年帶回學校交回所屬科任老師，有關作業表現將計算為新學年上學期的部份測驗分數。

5.

「各級留級、中英文班狀況轉變及其他特殊情況」事宜：
有關來年度留級名單、各級中英文班轉班安排及其他特殊情況安排將於31/07 (五) 公佈，教務組及訓導
組將於當天上午致電相關學生家長。同時，相關學生家長亦將會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收到本年度電
子版學生成績表。

6.

各級網上訂購課本事宜：
校務處將於05/08 (三) 中午12:00時或以前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發放有關「偉發圖書文具有限公司」
訂購來年度各級課本的網址、個別登入名稱及密碼予各家長。如家長欲透過「偉發圖書文具有限公司」
訂購課本，必須於08/08 (六) 中午12:00時或以前填妥網上課本訂購表格，逾時登記將不獲處理。詳情可
參閱學校於16/07 (四) 發出的「有關2020-2021年度書單及購買課本事宜」之家長通知書。

7.

中一級至中四級「奮進班」及「重讀生跟進班」安排：
7.1. 每級最後15名學生必須出席上列「奮進班」。而初中各級重讀生亦必須出席「重讀生跟進班」。
上述學生家長於31/07 (五) 當天，除了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收到電子版成績表外，亦會收到有
關警示信及安排，請家長於07/08 (五) 或以前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回覆相關家長回條。
7.2. 「奮進班」將於03/08 (一) 至14/08 (五) 期間舉行。詳情如下：
7.2.1. 學生必須於03/08 (一) 至06/08 (四) 及10/08 (一) 至 13/08 (四) 期間重做停課期間網上各
主科功課及觀看網上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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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學生亦必須於07/08 (五) 及14/08 (五) 出席實時功課輔導課節及準時呈交網上功課。表現
不達標的學生將於下學年復課後再出席「功課輔導班」(留堂課節)。有關安排可參閱相關
警示信。
7.3. 「重讀生跟進班」將於08/2020 期間透過Zoom程式，每星期進行兩次實時課節，由導師指導及跟
進暑期作業；社工亦會為學生安排輔導及適應活動。詳情亦可參閱相關警示信。
8.

中四級及中五級暑期補課事宜：
學校於29/07 (三) 至15/08 (六) 期間，繼續進行中四級及中五級網上補課、拔尖保底及溫習班，並以實
時或錄像製作形式安排有關課節。各科科任老師將會自行聯絡不同班別及科目學生有關網上課堂之具
體安排。

9.

「中三級選科結果」公佈事宜：
學校將會於31/07 (五) 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發放「中三級選科結果」予家長及學生。如對相關結果有
任何疑問，可致電學校與陳銘雄主任聯絡。

10. 學生預約回校取回個人物品安排：
10.1. 學生如需取回留在學校的暑期作業及個人物品，必須致電校務處預約，以作出回校取回相關物件
的安排。
10.2. 家長必須衡量 貴子弟往返校園途中將面對之風險才提出有關要求。學生在進入校園時必須按保
安員的要求，量度體溫，並以搓手液清潔雙手。而在逗留校園期間，必須戴上口罩。
10.3. 如閣下居住之大廈已名列於確診大廈名單上，除非經已進行新冠病毒測試並呈陰性結果，或已進
行14天自我隔離程序，否則一概亦不應回校。如因隔離緣故未能於07/08 (五) 或以前回校，請家長
致電校務處通知學校代為保管 貴子弟之個人物品，並請 貴子弟於完成隔離後回校取回相關物件。
10.4. 07/08 (五) 後各級所有尚未認領之個人物品將由校方處置，敬請留意。
學校會透過 eClass Parent App 及學校網頁公佈特別事故的安排，敬請家長及學生密切留意學校之最新
訊息及家長通知書。如對以上安排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3752 4500 與校務處職員聯絡。
此致
貴家長
聖若瑟英文中學校長

謹啟
2020 年 7 月 27 日
------------------------------------------------------------- --------------------------------------------------------S43-2019-2020
「回應教育局『繼續暫停所有校內活動至 16/08 (日)』的學校事務最新安排」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 貴校有關「回應教育局『繼續暫停所有校內活動至 16/08 (日)』的學校事務最新安排」
。
此覆
聖若瑟英文中學校長
中

2020 年

月

日

級
班
號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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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電子閱讀獎勵計劃」
為鼓勵學生善用暑假，多閱讀以增加知識及鞏固語文基礎，學校將安排學生參與英國語文科 (2020-21
年度中二級至中六級)、中國歷史科 (2020-21 年度中二級至中三級) 及中國語文科 (2020-21 年度中四級至
中六級) 之「電子閱讀奬勵計劃」，詳情可見下表：
2020-2021
年度科目及
級別

英國語文科

中二級

2. 功課佔上學期測驗分數；
另，每位能完成及課業達
標的學生將獲$10 小食部
禮券，每班閱讀報告表現
最優異的兩名學生，將獲
$100 書券，以資鼓勵。

中四級
1. 學生須閱畢指定網站的電
子書籍，並完成網上閱讀
報告。

中六級

中國語文科

1. 學生須閱畢指定網站的
電子書籍，並完成網上閱
讀報告。

中三級

中五級

中國歷史科

2. 功課佔上學期測驗分數；
另外，每位能完成及課業
達標的學生將獲$10 小食
部禮券或$20 書券，以資
鼓勵。

1. 學 生須閱 畢指定網 站的
電子書籍，並完成網上閱
讀報告。
2. 功課佔上學期測驗分數；
另外，每位能完成及課業
達標的的學生將獲$10 小
食部禮券，每班閱讀報告
表現最優異的兩名學生，
將獲$100 書券，以資鼓
勵。
1. 學生須閱畢指定網站的
電子書籍，並以此作資料
完成「校本評核」閱讀紀
錄第 10 次。於開課後繳
交予任教老師。
2. 另外，每位能完成的學生
將獲$10 小食部禮券，每
班閱讀報告表現最優異
的兩名學生，將獲$100 書
券，以資鼓勵。

有關網站資訊、登入方式及繳交功課方法，詳見下頁資料。敬希 貴家長多督促及鼓勵子弟，勤加閱
讀，擴濶視野，打好語文根基。如有查詢，請於辦公時間致電 3752 4500 與陳彥達老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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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電子閱讀獎勵計劃」登入方法及詳情
1.

學生可於以下網站登入 e 悅讀學校計劃 https://www.hkedcity.net/ereadscheme/zh-hant/
1.1. 登入名稱：sjs-201 _ _ _ _ _ (8 位數字學生編號)
1.2. 密碼：身分證號碼 (例如：A3456789)

2.

完成電子閱讀及電子報告，將計算 2020-21 學年英國語文科 (中二級至中六級)、中國歷史科 (中二級
至中三級) 及中國語文科 (中四級至中五級) 上學期測驗分數。課業達標或表現優異作品更有機會獲
得港幣$100 書券及展示於圖書館外壁報板以作表揚。所有閱讀報告之最後繳交日期為 11/09 (五)。

3.

呈交各科電子閱讀報告之超連結路徑可見下表：

4.

科目

超連結路徑

英國語文科

https://forms.gle/5pcd1AsZ2g9exJMv5

中國歷史科

https://forms.gle/REsTE7jgB1w8744SA

中國語文科

https://forms.gle/NHm885rojsbC65Pt8

暑期電子閲讀獎勵計劃 - 登入示範：學生可以透過觀看下列片段，瞭解登入有關網站的流程。
https://youtu.be/hX--VZU85l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