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斯蘭學校 

                                                         2019 冠狀病毒病  學生復課安排           

各位家長﹕ 

       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爆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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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農曆新年假後一直未復課。 鑑於近日疫情有緩和跡象，教育局聽取了

衞生專家及學校的意見，於五月五日宣布全港學校將分階段、有秩序地復課。學校會採取以下

安排:  

 
1. 復課日期及上下課時間  

年級 復課日期 上課時間 放學時間 

四至六年級 2020 年 6 月 8 日 08:05 詳見第 2 項 

一至三年級 2020 年 6 月 15 日 08:05 

備註 : a.學校提早開放予校車隊學生，其他學生最早於早上 7:30 開始進入學校，請家長切勿讓 

              子女過早回校。 

          b.若學生因特殊原因未能上學，請家長以書面通知校方，並協助學生把已完成的課業定 

              時交回學校。 

          c. 若家長之聯絡電話及地址有更改, 請通知校方。 

          d. 校方將於 2020 年 6 月 1 日上載最後一期的網上學習材料。 

  
2. 放學安排 

放學方式 歸程隊、自行放學隊

及跨境校車 

校車隊 家長隊 

放學時間 12:50 1:10 離校 1:05 
#留意以下 e 項 

備註:a.學校會按上學期紀錄，安排學生放學。 

         b. 如學生需要更改放學安排，家長必須於最少一天前以書面(寫手冊)通知班主任及校巴公

司。請家長盡可能避免即日致電學校或校車公司指示更改放學方法，以免造成混亂。 

         c. 如遇突發情況，需要即日更改放學安排，請家長務必致電學校，聯絡班主任通知 

          有關安排。 

         d. 本校不會接受學生自行口頭提出更改放學安排，敬請家長預早於手冊提出書面通知。 

         e. 家長到校接子女放學，進入校園範圍(包括學校籃球場)，必須配戴口罩。 

 
3. 課堂安排 

     校方已根據衛生防護中心及教育局發出之復課指引，安排課堂活動(包括：體育、音樂、視

藝等)。若家長對安排上有疑問，請聯絡班主任。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sch/diseases-

prevention/Guidelines%20to%20Schools%20on%20Class%20Resumption%20(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sch/diseases-prevention/Guidelines%20to%20Schools%20on%20Class%20Resumption%20(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sch/diseases-prevention/Guidelines%20to%20Schools%20on%20Class%20Resumption%20(C).pdf


 
4. 復課時間表 

    4.1  星期一至四 : 第 1 至 8 節，按原定課堂安排，每節為 30 分鐘，第 9 節功輔堂取消。 

    4.2  星期五，第 1 至 6 節，按原定課堂安排，每節為 30 分鐘，第 7-8 節為功輔堂或德育課。 

           
 

伊斯蘭學校時間表（樣本） 

 

更新日期：8-6-2020    2019/2020 

課節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05/ 

8：20 
班主任節 

1 
8：20/ 

8：50 
     

2 
8：50/ 

9：20 
     

  
9：20/ 

9：30 
小息 

3 
9：30/ 

10：00 
     

4 
10：00/ 

10：30 
     

  
10：30/ 

10：40 
小息 

5 
10：40/ 

11：10 
     

6 
11：10/ 

11：40 
     

  
11：40/ 

11：50 
小息 

7 
11：50/ 

12：20 
    

功課輔導堂/ 

德育課 

8 
12：20/ 

12：50 
    

放學 

 
 



 
5. 小息安排 

    5.1 學生留在課室內小息，如需飲食，需先洗手，並留在自己座位進食。學生宜自備口罩 

          套， 作進食時暫存口罩之用。學生不可分享食物。 

    5.2  學校之汽水機及飲水機暫停使用，請學生自備足夠清水回校飲用。 

    5.3  所有服務生職務暫停。 
 
6. 復課後各級的評估安排 

    復課後，一至四年級及六年級不設考試，改以進展性評估檢視學生學習情況; 五年級設呈 

    分試檢視學生學習能力。 

 

  

 年級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默書 

次數 

進展性評估

次數 

默書 

次數 

進展性評估

次數 

進展性評估

次數 

進展性評估

次數 

備註 

P.1 ⛌ 2 ⛌ 2 2 1 進展性評估以 20分為滿

分，內容以復課後的教

學內容為主，將按確實

的進度隨堂進行，以檢

視學生之學習情況。 

P.2 ⛌ 2 ⛌ 2 2 1 

P.3 ⛌ 2 ⛌ 2 2 1 

P.4 ⛌ 2 ⛌ 2 2 1 

P.5 1 1 1 2 2 1 

P.6 ⛌ 2 ⛌ 2 2 1 

  

7. 成績表 

   本學期完結前，P.1-4 全學年成績表將於 17/7(五)派發，而 P.6 成績表將於 7/7(二)派發。上年 

級之成績表將不會顯示下學期成績及考勤紀錄。P.5 安排，請家長留意復課後的通告。 

    
8. 升班安排 

    各年級基本以原班升級的大原則作升班，唯個別學生或會按情況進行調整。 

 
9. 六年級升中放榜安排 

    9.1 中學學位分配結果將於 2020 年 7 月 7 日(星期二)公布。 

    9.2 小六學生須於 2020 年 7 月 9 日(星期四)或 7 月 10 日(星期五)向獲派中學註冊。 

 
 
 



 
10. 六年級畢業典禮 

      為避免人群聚集，原定 2020 年 7 月 4 日(星期六)之畢業及結業典禮改為六年級畢業典禮。 

      六年級學生需要出席，只邀請畢業生家長出席。 

 
11. 各項退款安排 

      11.1 訂報退款 

              由於停課關係，星島日報將會退回下學期的款項，相關款項將於稍後直接退還給學 

              生。    

      11.2  29/2/2020 PTA 日營退款 

              因疫情關係，PTA 日營活動將會取消，相關款項將於稍後直接退還給學生。 

      11.3 午膳退款 

              由於停課關係，已繳交之午膳費用將於稍後通知家長到校領取。 

      11.4 音樂節及朗誦節退款 

              因疫情關係及社會事件，有關比賽已取消，相關款項將於稍後通知家長到校領取。 

      11.5 遊學團退款 

              因疫情關係，遊學團將會取消，相關款項將於稍後通知家長到校領取。 

 
12. 圖書館資訊 

      所有學校圖書館借出之圖書，請於復課後歸還。 

 
13. 四十周年校慶活動 

      13.1  親子標語創作比賽得獎名單 

English Slogan Creation Competition 

First Place          5C 潘偉斯 PUN RAZ      

Second  Place       2B 陳遠翹 CHAN YUEN KIU HESTER    

Third Place     2B 王貝兒 HERRERO BRIELLA ZAIRE ISOBEL CABATO     

Third Place     3B 林蕊 NEGOTRA ANGEL     

Merit Place     2B 古倖兒 ENRIQUEZ JULIANNE MARIE SAGUN     

 

中文標語創作比賽 

冠軍： 3B 鄭景謙 CHENG KING HIM 

亞軍： 1B 方嘉銘 FONG KA MING 

季軍： 2B 張宇宸 ZHANG YU CHEN 

優異： 3B 董成亨 TUNG SING HANG JORGE 

 
      13.2 親子攝影比賽之截止日期延至 2021 年 1 月 5 日 

 
14. 本學年暑假安排 

      14.1 由於停課影響了教學進度，本年度的暑假延後至 20/7 開始。暑假期間，校方會把未 

              完成的課程或鞏固內容製作成電子教材，於 20/7 上載校網，讓學生繼續學習。 

 
      14.2 本學年之最後上課日      

年級 日期 

一至五年級 2020 年 7 月 17 日(星期五) 

六年級 2020 年 7 月 8 日(星期三) 



 
15. 校園清潔及衛生 

      15.1 在停課期間，校方已進行全面清潔。 

      15.2 校方聘請外購服務，於 2020 年 6 月 6 日為校舍進行霧化消毒殺菌。 

      15.3 為方便清潔校園，學生須於每天放學前清理書桌及抽屜，將所有文具、書本及個人 

              物品帶回家，切勿在課室內存放雜物。 

      15.4 學校會盡力保持校園衛生及保障學生的健康，希望在復課後，學生能在安全的環境 

              下，逐漸回復正常的校園學習生活。 

      15.5 促請全校教職員、保姆車司機及保姆加強衞生防疫措施，確保個人及學校環境衞生。 

              此外，學校也要求所有服務學生的員工及訪客進入校舍前量度體溫。任何教職員如有 

              發燒 ，均不可回校。 

 
 
16. 防疫措施 

     16.1  全校飲水機及飲品售賣機將會暫停使用，請學生自備足夠清水回校飲用。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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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校方會於各課室及特別室放置酒精搓手液。對酒精搓手液敏感之人士，請自備潔手      

             用品。 

     16.4  政府會向全港就讀小學的學童派發每人兩個清洗後可重用的銅芯抗疫口罩。復課後， 

              校方會派發首批口罩，每位同學會獲發一個口罩，六年級同學會額外獲發一個成人尺 

              碼口罩。校方收到第二批口罩後，會盡快發放給學生。 

 
 
17.家校合作 

     要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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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嚴格落實下列措施： 

    17.1 留意子女的健康狀況，如出現病徵，尤其發燒，切勿上學，並立即求醫； 

    17.2 每天上課前為子女量度體溫，並每天填寫由本校提供的「量度體溫記錄表」，簽署後 

             由學生帶回學校； 

    17.3 為防感染，請提醒學生每天上學時(包括:乘坐校車、保姆車或其他交通工具)必須戴   

            上口罩(書包內要有後備口罩)，並帶備紙巾及消毒搓手液(如需要)。 

    17.4 若學生需要配戴空氣淨化器或護目鏡，以簡約為原則，並需要貼上或寫上姓名，自   

            行小心保管。 

    17.5 為提高教師對學生健康情況的警覺性，請家長填寫「學生外遊及健康狀況申報表」， 

提供以下四項資料： 

(a) 14 天內的學生外遊紀錄； 

(b) 學生是否曾經確診； 

(c) 照顧學生、或與學生同住的人士的健康情況； 

(d) 學生的健康狀況。 

 
家長簽署後請在復課當天交回學校。曾染病並已痊癒的學生，如仍在強制隔離的 14 天內，切勿

回校上課。 

 

   17.6 請家長以最新的健康狀況填寫「學生外遊及健康狀況申報表」，填寫方式如下:  

 

(a) 電子形式填報 

中文版   https://forms.gle/y6fWBhxvrtH7wAEU6 

 

於 6/6 或之前(四至六年級)及 13/6 或之前(一至三年級)呈交，以便學校於復課前作存檔 。 

https://forms.gle/y6fWBhxvrtH7wAEU6


 

(b) 紙本表格填報              

請家長自行列印表格(附件一)或到校領取表格填寫，並於復課當天交回。 

 

17.7  復課後，家長一經證實以下情況，請即時致電 2450-2270 通知校方，以便校方採取                

 應變措施及通知教育局： 

 (a) 學生證實染上 2019 冠狀病毒病 

 (b) 學生被衞生署界定為 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 

 
 
18.  校車收費 

18.1  校車供應商會徵收 6 月及 7 月份車費。 

18.2  如有查詢，歡迎與校車公司鍾太(9477 1323)聯絡。 

 
19. 夏季校服 

校方考慮到天氣情況、學生和家長的需要，因此有以下特別的安排： 

     復課日開始，所有學生必須穿著夏季校服。(如有特別的需要，可聯絡校方。) 

 
20. 學童保健及牙科保健 

      牙科保健方面，一至六年級學生會跟據通知信時間由家長帶領前往科診所進行檢查。 

    
     學童保健方面，暫未收到有關部門的通知，如有進一步消息稍後再通知家長。 

 
21. 各項活動、訓練及課後班安排  

日期 項目 跟進 

下學期 1. 星期六收費興趣班：  

    (包括 LEGO 班、足球班  

    豎琴班及小提琴班) 

LEGO 班及足球班 ：取消。 

豎琴班及小提琴班：待定。 

2. 各項課後興趣班： 

   (包括功課輔導、童軍、 

   敲擊樂、手鐘、英文小記者 

   、中文小司儀、流行樂隊、 

   非洲鼓、繪畫、視藝小組、 

   英語話劇、拼音、東方舞、 

   國術、小型網球、足球、 

   木球、乒乓球、地壺、 

   新移民班及六年級數學補習) 

取消。 

 
 
 
 
 
 
 
 

3. 原定之參觀活動及各項班際 

    比賽 

取消。 

4. 小一及小二課後功課輔導班 

    (彩虹計劃) 

取消。 

 

5. 小一課後功課輔導班 

    (逢星期五) 

取消。 

6. PTA 親子日營 取消，稍後安排退款給有關學生。 

7. 校際音樂節 有關比賽已取消，相關款項將於稍後通知家長到校

領取。 

8. 聯課活動 (逢星期三) 取消。 

9. 畢業生拍照 改期至 6 月 15 日。 

10.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  

教育局已宣布取消。  

11. STEM 活動日 取消。 

12. 境外交流團 取消，相關款項將於稍後通知家長到校領取。 



 

 家長及學生應時刻留意疫情最近的發展，詳情可參照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的最新資訊及通告。 

 (網址 : https://www.chp.gov.hk/tc/index.html)希望在各方努力下，我們早日走出疫情陰霾，師生 

 及家長都儘快回復正常健康的生活！ 

                                                                                                              

                                                                                                                            

 

 

伍瑞蘭校長 

 

  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 

  

https://www.chp.gov.hk/tc/index.html


 

附件 

 伊斯蘭學校                                  

2019 冠狀病毒病 

學生外遊及健康狀況申報表  
學生姓名：                                班別：                    編號：                    性別：男／女 
 

請填妥下列表格交回學校 (在適當方格上加上「」號）。 

甲部 ─14 天內的學生外遊紀錄 

 

 本人子女在復課前 14 天內沒有離開香港 

 

 本人子女在復課前 14 天曾到訪香港境外的國家／地區 

 

   離港時期：由 2020 年             月             日(離港日期) 至             月             日(抵港日期) 

 

   外遊地點（請列明國家及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                

 

 

乙部 ─ 學生是否曾經確診 

  本人子女沒有證實患上「2019 冠狀病毒病」。 

   
   本人子女曾證實患上「2019 冠狀病毒病」，並已痊癒。 

 

    留院日期：由             月              日 至                 月                 日 

 

 

丙部 ─ 照顧學生、或與學生同住的人士的健康情況 

 照顧本人子女、或與其同住的人士均沒有證實患上「2019 冠狀病毒病」。 

 
 照顧本人子女、或與其同住的人士中，有證實患上「2019 冠狀病毒病」，現已經痊癒

／仍留院醫治/出院進行藥物治療 (請刪去不適用者)。 

 

    該患者和本人子女的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照顧本人子女、或與其同住的人士中，並沒有被衞生署界定為 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個

案的密切接觸者」。 

 

 

丁部 ─ 學生的健康狀況 

 

 本人子女沒有咳嗽、氣促、呼吸困難或咽喉痛等徵狀。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正楷）：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密切接觸者」一般指曾經照顧患者、與患者共同居住或曾經接觸過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和體液的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