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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復課相關安排 (08/04/2020)
鑑於近日2019冠狀病毒的確診感染個案急劇上升，政府已於3月21日宣布全港學校 (包括幼稚園、
小學、中學、特殊學校及提供非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 進一步延遲復課，直至另行通告。教育局會繼續
就疫情聽取醫學意見、跟進學校的準備，以及防疫物資的供應情況，考慮具體復課日期，並會在復課至
少三個星期前公布復課日期及相關安排，讓持份者可以作好準備。
雖然學校在現階段仍處於停課狀態，但在「停課不停學」的大前提下，學校仍會在學與教、學生培
育等各方面，繼續照顧及關心學生的學習狀況與及身心靈的發展。下列各項為現階段學校的最新資訊。
1.

校舍開放時間：
為應付日常運作，校舍仍保持開放。學校亦會安排適量教師及職工駐校處理日常事務。而校務處的
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 (9:00am-3:00pm)，星期六 (9:00am-12:00nn)。

2.

收集學生在港及健康狀況資料：
為方便校方評估復課後校內感染疾病的風險，3月份開始學校逢星期一會透過家長應用程式 (Parent
App) 進行「學生在港及健康狀況」問卷調查，以收集及更新各學生在港及健康狀況。有關措施於
復活節及其後之停課期間，仍繼續進行。請各位家長配合學校，適時填寫及提交相關問卷，讓學校
為未來的復課安排作最適切的準備。

3.

4.

溫馨提示---防疫指引：
3.1

學生若在過去的14 日內曾經到過疫情較為嚴重的地區，必須通知校方，並遵從衛生防護中心
的最新公佈建議，密切留意健康情況。在返港後14 日內，必須留在家中自我隔離。在完成隔
離程序後，每天回校前都必須先自行測量體溫。如有發燒或感不適，應儘快求醫，不應回校
上學。

3.2

學生於受 2019 冠狀病毒病影響地區回港後，若出現相關的病徵，應佩戴外科口罩，立即求
診，告訴醫生最近曾到訪的地方及佩戴外科口罩，以防疾病的傳播。

3.3

若雙手被呼吸道分泌物沾染，如咳嗽或打噴嚏後；或觸摸眼睛、鼻、口前；或進食前、如厠
後、觸摸公共設施後，如電梯扶手、升降機按掣板、門柄等，都必須用梘液及清水以正確清潔
雙手，或用含70-80%酒精搓手液潔淨雙手亦為有效方法。

3.4

學生如有發燒或出現呼吸道感染徵狀，必須佩戴口罩，不宜回校上課，避免前往人多擠逼的
地方，並盡早求診。

3.5

學生在乘搭交通工具、在人多擠逼的地方以及在校園範圍內應佩戴外科口罩。正確佩戴口罩
十分重要，包括在佩戴口罩前及脫下口罩後，以酒精搓手液保持手部衛生。

3.6

學校每天會為所有抵校學生量度體溫，以識別有發燒狀況的學生。學校會立即致電通知有發
燒或呼吸道疾病的學生家長，並安排該生立即返回家中或儘快求醫。

3.7

倘若學生因被確診染上2019 冠狀病毒病而缺席，應通知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

因疫情停課期間學生自行回校的處理程序：
按學校校董會的決定，在教育局延遲復課期間，學校將繼續保持開放，讓家庭有需要時家長可安排
子弟回校；同時，亦必須避免讓學生在任何不必要的情況下回校，以減低學生因聚集而構成的風險。
下列為不同情況的處理程序，在確保安全的大前提下照顧學生不同的需要。如有任何疑問或查詢，
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校務處。

St. Joseph’s Anglo-Chinese School
Address:
Website:

4.1

46 New Clear Water Bay Road, Kowloon, Hong Kong
www.sjacs.edu.hk
: 3752-4500

聖若瑟英文中學
地址:
Fax:

九龍新清水灣道 46 號
2325-2358

處境一：
因有需要，家長可向學校提出書面申請，安排學生於工作日指定的時間回校溫習。若獲得校
方的批准，學生必須按擬定的時間回校溫習，並嚴守紀律，否則校方會即時取消有關安排。

4.2

處境二：
學生遇有必須回校處理的個人事宜 (如呈交文件、到課室取回個人物品等)，應先致電回校與
校務處職員預約時間 (只限校務處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9:00am-3:00pm；午膳時間：
12:00nn-1:15pm；星期六：9:00am-12:00nn；公眾假期除外)，到校時必須由保安員通知校務處，
校務處職員協助學生處理有關事宜，之後學生應立即離開。

4.3

處境三：
學生有必須要執行的職務而需要回校 (如環保會、生態角)，有關職務的負責老師/職員最少於
一個工作天前將回校學生的名單 (人數須符合疫情期間的特別法例要求)、到校時間及離校時
間 (必須於辦公時間內)、期間主要逗留地點等資料通知校務處，由校務處職員跟進。學生完
成職務後應盡快離校回家，不應作不必要的逗留。

5.

學與教事務：
5.1

5.2

停課期間網上功課及網上課堂措施之跟進：
5.1.1

停課期間大部分學生表現理想，但仍有少數學生因表現欠佳及未有改善，經功課組及
訓導組跟進後被記缺點。

5.1.2

20/04/2020 (星期一) 將展開停課期另一階段，學校每周除安排網上功課及網上課堂外，
亦將加入網上功課輔導節，由本校老師或大專院校的實習老師主持網上輔導節，協助
解答學生在每周網上功課上的疑難，詳情請留意當天上午在學校網頁及家長應用程式
(Parent App) 所發出的網上功課及網上課堂時間表。

5.1.3

學校在復活節後的停課期間仍會緊密跟進學生在網上功課及網上課堂之表現以確保所
有學生停課不停學。

復活節期間的網上學習安排：
學校於復活節假期期間 (09-19/04/2020)，將暫停所有網上課堂及功課安排，家長可於該時段，
督促學生透過其他學習平台，擴闊視野。有關資料可參閱學校於28/03/2020 (星期六) 發出的
有關「停課及抗疫期間家長及學生網上學習資源」的通告。

5.3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事宜：
5.3.1

中六級學生回校領取最新准考證安排：
5.3.1.1 中六級各班學生請於21/04/2020 (星期二) 回校，前往校務處簽收新准考證，
如學生未能親自到校，可安排家長或監護人代為領取。
5.3.1.2 如學生、家長或監護人未能於下列指定時間內領取新准考證，請於辦公時間
內致電校務處，另行安排領取時間。
5.3.1.3 為避免學生聚集，所有中六級學生回校當日須按下表時段分批回校，並在領
取新准考證後立即離開學校：
時間

班別

上午 9:00-10:00

6A

上午 10:00-11:00

6B

下午 1:00-2:00

6C

下午 2:00-3:00

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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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4 中六級學生必須保留舊准考證，並將新舊准考證釘在一起，於應考時一併交
予試場監考員檢查。
5.3.2

協助中六級學生作最後衝刺：
本校老師、輔導組及社工會繼續為本年度的中六級學生安排網上情緒輔導工作坊，以
瞭解學生需要及紓解他們應付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緊張心情。另外，升學及就業組亦
會密切留意有關本屆本地及海外升學的最新資訊，適時發放予所有中六學生。

5.4

中三級選科安排 (有關安排可另參閱「網上高中選修科諮詢會」通告：
5.4.1

學校將於21-23/04/2020 (星期二至星期四) 期間安排各科於網上回答家長及學生提問，
詳情請參閱下表。

5.4.2

21/04/2020 (星期二) 當天的簡介會將分兩節進行 (第一節：A-C班；第二節：D及E班)。
以便家長及學生瞭解選科程序，並在會中發問問題。

5.4.3

而22/04/2020 (星期三) 及23/04/2020 (星期四) 兩天則設有學科會議室，以便相關學科
的科任老師解答家長及學生的疑問。
時間 Time
7:00 pm - 7:50 pm

8:00 pm - 8:50 pm

簡介會 (3A, 3B 及 3C 班)

簡介會 (3D 及 3E 班)

歷史 History

化學 Chemistry

物理 Physics

經濟 Economics

視覺藝術 Visual Arts

倫理與宗教 ERS

生物 Biology

中史 Chinese History

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地理 Geography

音樂 Music

體育 Physical Education

日期 Date
21/04 (星期二)
22/04 (星期三)

23/04 (星期四)

5.4.4

5.5

5.6

以上安排將連同各學科會議室的登入資料於20/04/2020 (星期一) 透過內聯網(eClass)
發出。屆時，學科老師將要求學生以班號及姓名進入會議室，煩請學生及家長在出席
網上簡介會前，先觀看上表所列各科目的短片及細閱各科目的介紹資料。

下學期各級評估及考試安排：
5.5.1

為確保學校在升留級方面有充足數據參考，學校將計算學生在20/04/2020 (星期一) 開
始在各科所有網上功課的分數。而有關分數所佔的比重，學校將會盡早通知所有家長
及學生，請留意學校於稍後發出的通告。

5.5.2

下學期考試安排方面，為確保學生認真學習，如停課期延續至學期末，學校仍會為中
一至中五各級安排網上考試或持續評估，具體安排則另行通告。

高中各級試後特別上課天：
由於疫情影響，為確保高中各科有充足時間完成本年度教學進度，學校將於下學期考試後 (即
02-31/07/2020期間) 安排高中特別上課時間表，詳情請留意學校稍後發出的通告。煩請家長避
免於此期間的8:00am-4:00pm安排校外課程及課外活動予 貴子弟，以免影響學生之學業表現
及各科之持續性評估分數。

5.7

初中各級試後學習活動：
5.7.1

學校將繼續於7月中旬上午安排初中各級考試名次最後15-20名學生出席奮進 / 重讀
生改善班。在上學期測考收到留班警示信及/或在下學期學習表現欠理想的學生，煩請
其家長避免於02-31/07/2020 期間的上午時段，安排校外課程及課外活動予 貴子弟，
以免影響奮進班 / 重讀生改善班的各項評估分數。

5.7.2

另外，學校將於7月中旬下午時段安排中英數補習課程，凡獲「書簿半額 / 全額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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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申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學生將獲半額 / 全額津貼課程費用，詳情及報名
安排請留意學校稍後發出的通告。
6.

學生培育及支援事務：
6.1

社工網上講座及實時座談會：
學校社工於06-19/04/2020 (星期一至星期日) 期間，安排了一系列實用的網上講座及實時座
談會給學生以及家長參與，有關資料經已透過家長應用程式 (Parent App) 傳送給家長，請
家長於復活節假期期間，提醒學生參與有關講座。

6.2

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情緒：
家長如發現 貴子弟在情緒上有需要支援，可致電3752 4500與梁威林老師聯絡。

如家長對以上安排有任何疑問，可致電3752 4500與學校職員或老師聯絡。
此致
學生家長/監護人
校長

謹啟
二零二零年四月八日

---------------------------------------------------------------------------------------------------------------------（編號：S19-2019/20）
延遲復課相關安排 (08/04/2020) 回條
敬覆者：有關 貴校「延遲復課相關安排」事宜，已經收妥細閱，並知悉校方安排。
此覆
聖若瑟英文中學
學生家長 / 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家長 / 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
）
班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年_______月_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