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告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  編號  1959 

 鄭 任 安 夫 人 千 禧 小 學   

 二零二零年二月六日   

 

 

有關「延長農曆年假安排」事  

 

     敬啟者：鑒於近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及懷疑個案急升，而病毒亦持續在世

界各地擴散，加上市民於春節期間外遊及返回內地探親，短期內可能會增加病毒傳播

的風險。為保障學童的健康，教育局於一月三十一日宣佈全港學校延長農曆新年假期

至三月一日止(即三月二日復課)。本校將有以下相關的安排： 

 

1. 校園開放時間 

延長假期期間，雖然校方會保持校園開放，但疫情嚴重應政府呼籲，家長應盡量讓子

女留在家中，避免在社區走動，增加感染肺炎的機會。詳情請細閱附件一：校園開放

時間及學生回校須知。 

  

2. 學校活動及校外比賽 

由二月三日至三月一日停課期間舉行的所有課後、課外活動及校外比賽將全部取消或

延期。原定 8/2(六)舉行的新春親子一日遊將改期於 11/7(六)舉行，(詳情請參考通告

PTA1907)。 

 

3. 網上學習安排 

在延長假期期間，為讓學生「停課不停學」，校方預備了網上教材，學生可利用不同

的電子學習平台學習，老師會定期檢視學生進度，以便復課後跟進，請家長督促子女

按時完成。(首周的網上學習內容可參閱附件二；2月 17日及之後的網上功課將稍後於

校網及 eClass發放。) 

 

4. 領取下學期課本安排 

家長可於 10/2 至 14/2 期間到校領取下學期課本及作業，方便學生在家學習。(未能返

校領取的家長，校方將於復課日派發與學生。) 

 

5. 考試安排 

有關下學期期中試的安排，將待教育局公佈相關詳情後，校方會再作公佈(如修訂考試

範圍及考試日期等)。 

 

 

 



6.午膳安排 

二月份停課退款會於復課後餐單扣減，而復課後午膳安排校方仍與供應商磋商，將會

作出合適的安排。 

 

7.防疫措施 

請家長教導及督促子女加強注意衛生，如正確配戴口罩、洗手方法等。根據政府建

議，在延長假期期間，學童應留在家中，期間切勿離港外遊，也避免到人多擠迫的地

方。家長可參考由李揚立醫生親手設計的「抗疫小夥伴」，適合任何大朋友小朋友。 

下載連結：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tOuMjxdgW1Pe1lMfQv8en785IIZBKa9k/view 

 

8.學校清潔工作 

校方將徹底清潔校舍，購置足夠清潔衛生用品以備復課之用，以確保校園衞生，保障

師生健康。 

 

 有關延長假期期間的最新安排，校方會再透過校網、電子通告及 eClass 平台通知

家長及學生。盼家長鼓勵子女，停課不停學；加倍注意環境及個人衞生，減少感染疾

病風險，並密切留意教育局、學校網頁及 eClass 學校通訊上的最新訊息。 

此致 

貴家長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啟 

--------------------------------------------------------------------------------------------------------------- 

回  條 

 

     敬覆者：頃接通告 1959號，有關「延長農曆年假安排」事，備悉一切。 

 

此覆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班學生：            (   )   

                           

                                        家長簽署：                     

二零二零年二月     日    



附件一  

 

校園開放時間及學生回校須知  

 

校園開放時間 :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 45 分  

星期六：   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  

 

學生回校須知 : 

1. 回校學生須 14 日內沒有離開香港。  

 

2. 家長帶學生出門前，須替學生量度體温，如學生出現發熱 (口溫高於 37.5 

度，耳温高於 38 度)則須要留在家中，並盡快求醫。  

 

3. 學生須由家長陪同進入校園，先到校務處由職員量度體溫，如學生出現發

熱 (口温高於  37.5 度，耳温高於 38 度)，家長須立即帶學生回家，並盡快

前往求醫。  

 

4. 學生回校除午餐時間外，其他時間須佩戴口罩，因此家長需要自備足夠數

量的口罩(3 個)，讓子女可作定時替換。  

 

5. 回校學生須自備午餐、清水、自學材料或圖書。  

 

6. 午餐時間  12:30-13:00，家長送飯時間為 12:00-12:30。  

 

7. 家長須親自接送學生。  



附件二  

網上學習內容 (2 月 10 日至 2 月 14 日 ) 

 

一年級 

中文 

 

1. 每日一篇 http://www.prof-ho.com/reading/ （登入方法見手冊 p.68） 

2. 網上評估四（一月） （題目涵蓋詞語、句子、標點、修辭和段落。） 

https://ephchinese.ephhk.com/ 

《我愛學語文》學生網使用說明 PDF 

 

英文 

 

1. SmartABC www.mysmartedu.com 

 
  MySmartABC 使用簡介 PDF 

 

2. Classroom Primary Read Up Unit 13-14 

 

數學 2. 1. Smart123 www.mysmartedu.com 

 
  MySmart123 使用簡介 PDF 

 

常識 「看動畫 · 學歷史」 

http://achist.mers.hk/chihistoryanime/ 

 

 

 

二年級 

中文 

 

1. 每日一篇 http://www.prof-ho.com/reading/ （登入方法見手冊 p.68） 

2. 網上評估四（一月） （題目涵蓋詞語、句子、標點、修辭和段落。） 

https://ephchinese.ephhk.com/ 

《我愛學語文》學生網使用說明 PDF 

 

英文 

 

1. 1. SmartABC www.mysmartedu.com 

 
  MySmartABC 使用簡介 PDF 

 

2. Classroom Primary Read Up Unit 13-14 

 

數學 1. Smart123 www.mysmartedu.com 

 
  MySmart123 使用簡介 PDF 

 

常識 「看動畫 · 學歷史」 

http://achist.mers.hk/chihistoryanime/ 
 

 

 

 

http://www.prof-ho.com/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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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rof-ho.com/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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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學習內容 (2 月 10 日至 2 月 14 日 ) 

 

三年級 

中文 

 

1. 每日一篇 http://www.prof-ho.com/reading/ （登入方法見手冊 p.68） 

2. 網上評估四（一月） （題目涵蓋詞語、句子、標點、修辭和段落。） 

https://ephchinese.ephhk.com/ 

《我愛學語文》學生網使用說明 PDF 

 

英文 

 

2. 1. SmartABC www.mysmartedu.com 

 
  MySmartABC 使用簡介 PDF 

2. Classroom Primary Read On (P.22-24) 

 

數學 1. Smart123 www.mysmartedu.com 

 
  MySmart123 使用簡介 PDF 

 

常識 「看動畫 · 學歷史」 

http://achist.mers.hk/chihistoryanime/ 

 

 

 

 

四年級 

中文 

 

1. 每日一篇 http://www.prof-ho.com/reading/ （登入方法見手冊 p.68） 

2. 網上評估四（一月） （題目涵蓋詞語、句子、標點、修辭和段落。） 

https://ephchinese.ephhk.com/ 

《我愛學語文》學生網使用說明 PDF 

 

英文 

 

3. 1. SmartABC www.mysmartedu.com 

 
  MySmartABC 使用簡介 PDF 

2. Classroom Primary Read On (P.22-24) 

 

數學 1. Smart123 www.mysmartedu.com 

 
  MySmart123 使用簡介 PDF 

 

常識 「看動畫 · 學歷史」 

http://achist.mers.hk/chihistoryan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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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學習內容 (2 月 10 日至 2 月 14 日 ) 

 

五年級 

中文 

 

1. 每日一篇 http://www.prof-ho.com/reading/ （登入方法見手冊 p.68） 

2. 網上評估四（一月） （題目涵蓋詞語、句子、標點、修辭和段落。） 

https://ephchinese.ephhk.com/ 

《我愛學語文》學生網使用說明 PDF 

 

英文 

 

4. 1. SmartABCwww.mysmartedu.com 

 

  MySmartABC 使用簡介 PDF 

2. Tenses & Proof reading Elite 5 (Unit 6) 

 

數學 1. Smart123 www.mysmartedu.com 

 
  MySmart123 使用簡介 PDF 

 

常識 「看動畫 · 學歷史」 

http://achist.mers.hk/chihistoryanime/ 

 

六年級 

中文 

 

1. 每日一篇 http://www.prof-ho.com/reading/ （登入方法見手冊 p.68） 

2. 網上評估四（一月） （題目涵蓋詞語、句子、標點、修辭和段落。） 

https://ephchinese.ephhk.com/ 

《我愛學語文》學生網使用說明 PDF 

 

英文 

 

5. 1. SmartABC www.mysmartedu.com 

 
  MySmartABC 使用簡介 PDF 

2. Reading Workbook (P.25-28) 

 

數學 1. Smart123 www.mysmartedu.com 

 
  MySmart123 使用簡介 PDF 

 

常識 「看動畫 · 學歷史」 

http://achist.mers.hk/chihistoryanime/ 

 

 

備註 .. 

1. 老師將於  2 月  17 日及  24 日(星期一)中午十二時前於校網及 eClass 發放該

週的網上學習內容。  

2. 老師將於  2 月  14 日、21 日及  28 日 (逢星期五 )中午十二時後查閱學生的

作答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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