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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家長通告第 E34號(二零至二一) 

敬啟者： 

2020年 9月學生復課安排 

教育局於 2020年 8月 31日宣布全港學校將分階段恢復面授課堂，敬請家長及學生注意以下事

項： 

甲、 第一階段(23/9/2020至 28/9/2020) 

(一) 按教育局指引，學校將縮短面授時間，故在此階段學校繼續以現行網上課堂時間表上課。 

(二) 循環週日的安排： 

日期 循環日安排 

23/9/2020 (三) DAY 4 

24/9/2020 (四) DAY 5 

25/9/2020 (五) DAY 6 

28/9/2020 (一) DAY 7 

(三) 中一、中五及中六級學生回校時間：早上 8時 25分 

(四) 全體學生第一節上課時間：早上 9時正 

(五) 回校學生如有需要於校內午膳及下午繼續留校進行電子課 (第 5-8節)，可向學校提出書面
申請(家長信須於 17/9/2020交給班主任轉交校務處)。 

(六) 上課時間表如下： 

 <回校面授上課> <在家上實時電子課> 

         級別 

時間 
中一 中五及中六級 中二至中四級 

07:40 
學生可進入校園，進行量度體温等防疫措施、

拍咭簽到(中五、中六)，立即上課室 

 08:25 預備鐘 [08:25後回校為遲到] 

08:30-08:50 
早會  

(復課後早會於課室進行，以確保學生的衛生和健康) 

08:50-09:00 預備第一節課 

09:00-09:45 第一節課 第一節課 

09:45-10:00 小休 (09:55預備鐘） 小休 

10:00-10:45 第二節課 第二節課 

10:45-11:00 小休 (10:55預備鐘） 小休 

11:00-11:45 第三節課 第三節課 

11:45-12:00 小休 (11:55預備鐘） 小休 

12:00-12:45 第四節課 第四節課 

12:45-14:00 
午膳 

<離開學校，回家上實時電子課)> 
午膳 

14:00-14:45 
課堂準備 

第五節課 第五節課 

14:45-15:00 小休  小休 

15:00-15:45 第六節課 第六節課 第六節課 

15:45-16:00 小休 小休  小休 

16:00-16:45 第七節課 第七節課 第七節課 

(七) 高中課後補課的安排如下： 

I. 在此階段，高中所有課後補課均會以實時電子課堂方式進行，進行時間為每天的第

8節 (下午 5:00 – 5:45)，詳情留意已派發的家長通告第 E2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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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第二階段(由 29/9/2020開始)  

(一) 按教育局指引，學校將縮短面授時間，故在此階段學校以夏令時間表上課，直至教育局宣
布全天上課為止。 

(二) 中一至中六級學生回校時間：早上 7時 50分 

(三) 早會時間：早上 7時 55分至 8時 10分 

(四) 第一節上課時間：早上 8時 10分 

(五) 29/9/2020為「星期二時間表」 

(六) 高中課後補課 (由 29/9/2020開始) 的安排如下： 

II. 在此階段，中四至中五級所有課後補課均會以實時電子課堂方式進行，而中六級所

有課後補課則於校內進行，所有高中級別的補課開始時間為每天下午 2時 45分，詳

情留意已派發的家長通告第 E28號。 

III. 高中學生如有需要於校內午膳及下午繼續留校進行補課，可向學校提出書面申請(家

長信須於 17/9/2020交給班主任轉交校務處)。 

丙、 下午繼續留校補課 / 申請留在學校下午上課的安排  

(一) 第一階段(23/9/2020至 28/9/2020) 

I. 依教育局建議，所有選擇下午留校上電子課的學生必須留在校午膳，學生可自備或在

外購買飯盒回校到禮堂享用，學生必須注意防疫安排及保持禮堂清潔，安排如下： 

事項 時間安排 

禮堂開放作午膳用途 12:45-13:45 

校門關門 

13:10 

(學生在午膳期間 

需留校休息及溫習，避免外出) 

到圖書館或指定課室準備課堂 13:45-13:55 

II. 申請下午留在學校上實時電子課堂或補課的地點：圖書館或指定課室。 

III. 學生留校補課時可於家長信內註明申請借用學校 iPad。為減低傳播疾病的風險，學

生亦須自備耳機及咪作上課之用。 

(二) 第二階段(由 29/9/2020開始) 

I. 由於此階段中六級的下午補課將在校內進行，而中四至中五級所有課後補課均會以

在家實時電子課堂方式進行，故中六級及所有選擇下午留校上電子補課的中四或中

五級學生依教育局建議必須留在校午膳，學生可自備或在外購買飯盒回校到禮堂享

用，學生必須注意防疫安排及保持禮堂清潔，安排如下：  

事項 時間安排 

禮堂開放作午膳用途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13:25-14:30 

(星期五未有安排任何補課) 

校門關門 

13:50 

(學生在午膳期間需留校休息及溫

習，避免外出) 

到圖書館或指定課室準備課堂 14:30-14:40 

II. 申請下午留在學校上課的地點： 

 中六級補課：指定課室 (留意當天梯間的告示) 

 中四至中五級電子補課：圖書館或指定課室 

III. 中四及中五級學生留校進行電子補課時可於家長信內註明申請借用學校 iPad。為減

低傳播疾病的風險，學生亦須自備耳機及咪作上課之用。 

丁、 課外活動 

學校將會繼續留意疫情發展，適時調整活動政策或安排。 

戊、 其他事項 

請家長督促子弟遵守下列事項： 

(一) 準時回校及注意儀容 

I. 準時回校上課，逾時抵達課室將被當作遲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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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累積三次遲到會被扣減勤學分，第一階段遲於上午 9時回校為嚴重遲到處理；第二

階段復課，將回復夏令時時間表上課，考勤原則不變。 

III. 學生必須穿著整齊夏季校服，注意個人的髮式儀容。 

(二) 早會前、小息和放學後，學生必須遵守以下規則： 

I. 當響起上課預備鐘聲，學生須立即返回課室，預備上課； 

II. 洗手間將進行人流管制，學生必須遵從學長和老師的指示及安排； 

III. 飲水機暫停使用，學生需帶備足夠的飲用水； 

IV. 暫停所有球類活動，直至另行宣佈； 

V. 地下小賣部和操場設為飲食區，小息時學生只可在飲食區內進食。在進食時，學生

應儘量與他人保持適當距離，避免與他人共用食具及交換食物和飲料。學生須保持

地方清潔，食物渣滓需放置於指定的收容器內，進食後必須戴回口罩。 

VI. 放學後須拍咭離校，儘快回家，切勿街上溜漣。暫停遲到留堂班安排，補留日期和

時間將會另行通知。 

己、 防疫安排 

(一) 為確保學生在清潔和安全的環境下學習，家長及同學們的合作至為重要。我們懇請家長除
了加強家居衞 生外，還須嚴格落實下列措施： 

(二) 如無必要，勿讓子弟到人多擠迫的地方。 

(三) 留意子弟的健康狀況，若 貴子弟出現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病徵，尤其發燒或其
他症狀(例 如乏力、乾咳及呼吸困難等)，切勿上學，並立即求醫。 

(四) 每天上課前為子弟量度體溫，並每天填寫手冊《家課日誌》的「體溫記錄欄」及簽署。如
發現體溫高於攝氏 37.4 度，須按既定程序向學校請假，在家休息，並盡快求醫就診。  

(五) 為防感染，請學生每天上學時必須戴上具有效防護效能的口罩，並帶備紙巾及酒精搓手液。 

(六) 曾染上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並已痊癒的學生，在強制隔離的 14 天內切勿回校上
課。  

(七) 學生若在過去 14 日內、曾經到訪或者由受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影響地區回港，
必須通知學校，並遵從衛生防護中心的最新公布建議，密切留意健康情況。  

(八) 恢復面授課堂後，家長一經證實以下情況，請即時致電學校通知李偉庭助理副校長，以便
學校採取應變措施及通知教育局：  

I. 學生證實染上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或 

II. 學生被衞生署界定為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學校校務處查詢或與班主任聯絡。 

此致 

中一至中六級家長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校長何家欣謹啓 

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五日 
 

家長/監護人回條 

(請於 9月 21日或以前於網上簽署電子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家長通告第 E34號(二零至二一)有關「2020年 9月學生復課安排」事宜。 

此覆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何家欣校長 

學生姓名：    

班    別：  學號：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日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