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匠中學 

2019/2020年度家長通告第47號 
（中一至中五） 

2019 冠狀病毒病 

學生復課安排 
 

各位家長： 
 

1. 教育局於本月 5 日宣布全港學校分階段、有秩序地逐步復課，原則上實施半日

上課。本校的復課安排如下： 

年級    復課日期    上課時間  放學時間 

中三至中五  5 月 27 日(星期三)  上午 7:50  下午 1:35 

中一及中二  6 月 8 日(星期一)  上午 7:50  下午 1:35 

復課後，所有級別會以夏令時間表上課。 

由 27/5(三) 起，中一及中二級網上教學時間會有所調整，敬請留意。 

 

2. 在停課期間，學校已全面清潔校舍並消毒，並已促請全校教職員、小賣部人

員加強衞生防疫措施，確保個人及學校環境衞生。此外，學校也要求所有服

務學生的員工每天回校前量度體溫。任何教職員如有發燒，均不可回校。 

 

3. 學校會盡力保持校園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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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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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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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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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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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A），簽署後由學生帶回學校； 

 4.3 為防感染，請促請學生每天上學時(包括乘坐交通工具)必須戴上口罩，並

帶備紙巾及個人消毒用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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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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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天或以前交回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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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進入校園時，學生必須以消毒搓手液清潔雙手。 在校內如需飲食，宜與

人保持最少 1.5米距離，避免交談。 完成飲食後，應立即戴上口罩。 

  為保障學生的健康，本校將禁止使用飲水機的噴射式飲水器部分直至疫

情完結，學生宜自備水樽和足夠的飲用水;或可於小賣部購買樽裝水。 

 

 4.6 復課後，家長一經證實以下情況，請即時致電（2364 2730）通知本校 

  黃國平副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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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原定在三月舉行的初中統一測驗及六月舉行的下學期考試會取消。 

上學期成績的比重會增至 60% ; 下學期成績的比重會佔 40%，各科的評核方

法請參閱附件一。 

 

6. 為追回教學進度，六月的考試、對卷和試後活動將會取消並改為上課天。原

定於 7 月 7 日的散學禮會延期至 7 月 21 日(星期二)。已更新的校曆表可參閱

附件二。 

 

7. 請各位同學更換夏季校服上課。 本年度的最後上課天為 7月 24日(星期五)，

敬請留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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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 

 

 

謹啟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八日 

 
 

 

 

 

 

 

 

 

 

 

 

 

 

 

 

  

 



 

聖公會聖匠中學 

量度體溫記錄表 
 

1. 每天上學前，家長／監護人須為學生量度體溫，有關正常體溫讀數範圍，請參考衞生防
護中心的《體溫監測須知》內的「體溫量度的參考」，請瀏覽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guidance_note_on_monitoring_of_body_temperature_chi.pdf)
學生如有發燒，切勿回校，應立刻求醫並向校方請假，留在家中休息。 

2. 每天記錄學生體溫後，請家長／監護人簽署作實，然後學生交回學校負責教職員/班主
任查閱。 

 

學生姓名：   班別：  學號：   
 

日期 
量度體溫

時間 
溫度 

監護人／
家長簽署 

日期 
量度體溫
時間 

溫度 
監護人／
家長簽署 

27/5 (三)    29/6 (一)    

28/5 (四)    30/6 (二)    

29/5 (五)    2/7 (四)    

1/6 (一)    3/7 (五)    

2/6 (二)    6/7 (一)    

3/6 (三)    7/7 (二)    

4/6 (四)    8/7 (三)    

5/6 (五)    13/7 (一)    

8/6 (一)    15/7 (三)    

9/6(二)    16/7 (四)    

10/6 (三)    17/7 (五)    

11/6 (四)    20/7 (一)    

12/6 (五)    21/7 (二)    

15/6 (一)    22/7 (三)    

16/6 (二)    23/7 (四)    

17/6 (三)    24/7 (五)    

18/6 (四)        

19/6 (五)        

22/6 (一)        

23/6 (二)        

24/6 (三)        

26/6 (五)        

 

表格 A 
（中三至中五）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guidance_note_on_monitoring_of_body_temperature_chi.pdf


聖公會聖匠中學 

量度體溫記錄表 
 

1. 每天上學前，家長／監護人須為學生量度體溫，有關正常體溫讀數範圍，請參考衞生防
護中心的《體溫監測須知》內的「體溫量度的參考」，請瀏覽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guidance_note_on_monitoring_of_body_temperature_chi.pdf)
學生如有發燒，切勿回校，應立刻求醫並向校方請假，留在家中休息。 

2. 每天記錄學生體溫後，請家長／監護人簽署作實，然後學生交回學校負責教職員/班主
任查閱。 

 

學生姓名：   班別：  學號：   
 

日期 
量度體溫

時間 
溫度 

監護人／
家長簽署 

日期 
量度體溫
時間 

溫度 
監護人／
家長簽署 

8/6 (一)    2/7 (四)    

9/6(二)    3/7 (五)    

10/6 (三)    6/7 (一)    

11/6 (四)    7/7 (二)    

12/6 (五)    8/7 (三)    

15/6 (一)    13/7 (一)    

16/6 (二)    15/7 (三)    

17/6 (三)    16/7 (四)    

18/6 (四)    17/7 (五)    

19/6 (五)    20/7 (一)    

22/6 (一)    21/7 (二)    

23/6 (二)    22/7 (三)    

24/6 (三)    23/7 (四)    

26/6 (五)    24/7 (五)    

29/6 (一)        

30/6 (二)        

        

        

        

        

        

        

表格 A 
（中一及中二）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guidance_note_on_monitoring_of_body_temperature_chi.pdf


 

表格 B 
 

聖公會聖匠中學 
2019 冠狀病毒病 

學生外遊及健康狀況申報表 

[ 家長可登入 eClass Parent App 內填寫電子版申報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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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聖公會聖匠中學 

下學期各科的成績評核方法和比重 
 

科目 級別 

停課期間 復課後 

網上學習所佔

的百分率 

平時分所佔

的百分率 

測驗所佔 

的百分率 

其他所佔 

的百分率 
總百分率 

中文 S1-S5 40% 30% 30% -- 100% 

普通話 S1-S5 15% 15% 70% -- 100% 

英文 S1-S5 25% 25% 50% -- 100% 

數學 S1-S5 20% 20% 60% -- 100% 

社會 

S1 40% 20% 40% -- 100% 

S2 50% 25% 25% -- 100% 

S3 40% 30% 30% -- 100% 

通識 S4-S5 30% 30% 30% 

10% 

(獨立專題

探究 IES) 

100% 

科學 
S1-S2 30% 25% 45% -- 100% 

S3 30% 30% 40% -- 100% 

物理 
S4 30% 30% 40% -- 100% 

S5 20% 40% 40% -- 100% 

組科 

(化學) 
S4-S5 30% 40% 30% -- 100% 

組科 

(生物) 
S4-S5 30% 40% 30% -- 100% 

電腦 S1-S3 15% 15% 70% -- 100% 

資訊 S4-S5 15% 15% 70% -- 100% 

設計 S1-S3 30% 20% 50% -- 100% 

設科 

S4 30% 20% 50% -- 100% 

S5 30% 20% 40% 
10% 

(校本評核) 
100% 

中史 S1-S5 40% 30% 30% -- 100% 

企會財 S4-S5 30% 20% 50% -- 100% 

旅款 S4-S5 30% 40% 30% -- 100% 

健社 

S4 40% 20% 40% -- 100% 

S5 35% 15% 40% 
10% 

(校本評核) 
100% 

宗教 S1-S3 50% 25% 25% -- 100% 

倫理 S4-S5 50% 50% -- -- 100% 

體育 S1-S5 -- 50% 40% 

10% 

(陸運會個

人比賽) 

100% 

音樂 S1-S5 15% 55% 30% -- 100% 

視藝 S1-S5 20% 60% 20% -- 100% 

 



 

附件二 

 



傳染病系列
病原體

「2019冠狀病毒病」是指2019年12月起在湖

北省武漢市出現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群組個案。

根據內地衞生部門的調查，病原體為一種新型

冠狀病毒。

治理方法

主要為支援性治療。

預防方法

最新外遊預防措施，請瀏覽專題網站

（https://www.coronavirus.gov.hk/chi/index.html）。 

2019冠狀病毒病2019冠狀病毒病

病徵

2019冠狀病毒病的最常見病徵包括發燒、乏力、

乾咳及呼吸困難。其他病徵包括鼻塞、頭痛、結

膜炎、喉嚨痛、腹瀉、喪失味覺或嗅覺、皮疹或

手指或腳趾變色。有些受感染者只有很輕微或不

明顯的症狀。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資料，大約百

分之二十的患者病情嚴重，並出現呼吸困難。年

齡較大或有慢性疾病的患者（例如高血壓、心肺

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有較大機會出現嚴重

情況。

傳播途徑及潛伏期

經呼吸道飛沫傳播是主要的傳播途徑，亦可

通過接觸傳播。現時對潛伏期的估計大多是

1到14天，最常見的是5天左右。

現時沒有預防這傳染病的疫苗。

市民應減少外出及避免聚餐或聚會等社交活

動，並盡量與他人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時刻保持個人和環境衞生，對預防個人受感

染和防止病毒在社區擴散至為關鍵：

健康建議

病人佩戴外科口罩可以預防傳播呼吸道病

毒，因此出現病徵（即使症狀輕微）的人

士佩戴外科口罩十分重要；

在搭乘交通工具或在人多擠逼的地方逗留

時應佩戴外科口罩。正確佩戴口罩十分重

要，包括在佩戴口罩前及脫下口罩後保持

手部衞生；

避免觸摸眼睛、口和鼻；

經常保持雙手清潔，尤其在觸摸口、鼻或

眼之前；進食前；如廁後；觸摸扶手或門

把等公共設施後；或當手被呼吸道分泌物

污染時，如咳嗽或打噴嚏後；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用紙巾掩蓋口鼻，把用

過的紙巾棄置於有蓋垃圾箱內，然後徹底

清潔雙手；

洗手時應以梘液和清水清潔雙手，搓手最

少20秒，用水過清並用抹手紙弄乾。雙手

洗乾淨後，不要再直接觸摸水龍頭（例如

先用抹手紙包裹著水龍頭，才把水龍頭關

上）。如沒有洗手設施，或雙手沒有明顯

污垢時，使用含70至80%的酒精搓手液潔淨

雙手亦為有效方法；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三日修訂

衞生防護中心網站 www.chp.gov.hk

衞生署健康教育專線 2833 0111

妥善保養排水渠管和定期（約每星期一次）

把約半公升的清水注入每一排水口（U型隔

氣口），以確保環境衞生；

所有地台排水口在不使用時應蓋好；

如廁時亦要注重衞生，先將廁板蓋上才沖廁

水，以免散播病菌；及

當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不

應上班或上學，避免前往人多擠逼的地方，及

盡早向醫生求診。

注意：2歲以下幼兒不應使用口罩。



二零二零年五月七日修訂

Health Information - Communicable Diseases
健康資訊-傳染病

診所及醫院的資訊 緊急召喚救護服務

外遊預防措施

前往出現2019冠狀病毒病病毒活躍社區傳播的國家／地區，應避免與發燒或有呼吸道病徵的人士有密切接觸。如
果不可避免與他們接觸，應戴上外科口罩，並繼續佩戴直至回港後14天；

從外地回港後，若出現發燒或其他病徵，應立即求診，主動告訴醫生最近曾到訪的地方及有否接觸動物；並佩戴
外科口罩，以防傳染他人。

身處外地時，如身體不適，特別是有發燒或咳嗽，應戴上外科口罩，立即通知酒店職員或旅遊領隊，並盡快求診；及

注意食物安全和衞生，避免進食或飲用生或未熟透的動物產品，包括奶類、蛋類和肉類，或食用可能被動物分泌物、
排泄物（例如尿液）或產品污染的食物，除非已經煮熟、洗淨或妥為去皮；

避免到訪醫院。如有必要到訪醫院，應佩戴外科口罩及時刻注重個人和手部衞生；

避免接觸動物（包括野味）、禽鳥或其糞便；

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

避免近距離接觸患者，特別是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狀的患者；

切勿進食野味及切勿光顧有提供野味的食肆；

預防2019冠狀病毒病

病人佩戴外科口罩可以預防傳播呼吸道病毒，因此出現病徵（即使症狀輕微）的人士佩戴外科口罩十分重要；

在搭乘交通工具或在人多擠逼的地方逗留時應佩戴外科口罩。正確佩戴口罩十分重要，包括在佩戴口罩前及脫下
口罩後保持手部衞生；

避免觸摸眼睛、口和鼻；

經常保持雙手清潔，尤其在觸摸口、鼻或眼之前；進食前；如廁後；觸摸扶手或門把等公共設施後；或當手被呼
吸道分泌物污染時，如咳嗽或打噴嚏後；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用紙巾掩蓋口鼻，把用過的紙巾棄置於有蓋垃圾箱內，然後徹底清潔雙手；
洗手時應以梘液和清水清潔雙手，搓手最少20秒，用水過清並用抹手紙弄乾。雙手洗乾淨後，不要再直接觸摸
水龍頭（例如先用抹手紙包裹著水龍頭，才把水龍頭關上）。如沒有洗手設施，或雙手沒有明顯污垢時，使用
含70至80%的酒精搓手液潔淨雙手亦為有效方法；

妥善保養排水渠管和定期（約每星期一次）把約半公升的清水注入每一排水口（U型隔氣口），以確保環境衞生；

所有地台排水口在不使用時應蓋好；

如廁時亦要注重衞生，先將廁板蓋上才沖廁水，以免散播病菌；及

當出現呼吸道感染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不應上班或上學，避免前往人多擠逼的地方，及盡早向醫生求診。

健康建議
市民應減少外出及避免聚餐或聚會等社交活動，並盡量與他人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時刻保持個人和環境衞生，對預防個人受感染和防止病毒在社區擴散至為關鍵：

衞生署強烈呼籲市民應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遊計劃。如果不可避免前往香港以外國家／地區，應戴上外科口罩，
回港後亦應繼續佩戴14天。市民應注意以下預防措施：

注意：2歲以下幼兒不應使用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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