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    告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               編號 1987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  

 
 有關「2020-2021 年度開學安排」事 

敬啟者：教育局宣佈學校九月分如期開學，惟不能面授課堂，為配合此項要求，   

本校將有以下各項安排，敬請家長垂注。 

(一) 書簿售賣： 

1. 學校於 27/8(四)安排書商在校即時現售書本、作業、補充及校簿。 

2. 27/8 小一新生日取消，當日只供購買書簿、書包及冬季校服。 

3. 各級購買時間如下： 

年級 購買時間 

P.1 8:30—10:00 

P.2 10:00—11:30 

P.3—P.4 11:30—2:00 

P.5—P.6 2:00—4:30 

4. 請備現金及環保袋。 

5. 2020—2021 年度上學期書簿價目表如下： 

總計   /  班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全套 (書＋作業＋補充＋簿及其他材料) $1453.8 $1672.3 $1646.6 $1756.6 $1707.8 $1756.7 

書＋作業＋簿及其他材料 $1389.1 $1537.1 $1496.2 $1498.7 $1493.6 $1492.1 

補充＋簿及其他材料 $214.9 $291.9 $324.1 $426 $380.8 $429.7 

簿及其他材料 $150.2 $156.7 $173.7 $168.1 $166.6 $165.1 

6. 如有兄弟姊妹，可在同一時段購買所需課本。 

7. 當日 8:15—4:15 會安排穿梭巴士來往黃金及學校接載家長。 

8. 請家長盡量於上述時間來校購買。如未能於上述時間來校，可於 1/9(二) 補購，

惟是日未能安排穿梭巴士接載家長。 

9. 家長購買書簿後，需要到 1/F 課室填寫參加牙健計劃及流感疫苗注射表格，並即

時繳款$30。(詳情請參考附件——學生服務家長注意事項) 

10. 家長亦需要領取學生手冊、視藝材料、中文科學習資料、SmartABC 英文網上學

習平台單張(自由參加) 等。(請自備環保袋盛載)。 

11. 如欲參加 SmartABC 英文網上學習平台，可於是日(27/8)到校填妥單張回條，連

同劃線支票$140(支票背面請寫上學生姓名、班別及聯絡電話，抬頭「Smart 

Education Co. Ltd」)，即日或 4/9 前投入收集箱。(不收現金) 

家長也可根據單張指示，登入官網登記及網上繳費。 

單張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HGYCgaTTd88Nvltun_XXtMfiT27_Hit/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HGYCgaTTd88Nvltun_XXtMfiT27_Hit/view?usp=sharing


(二) eClass 電子通告： 

1. 因應當前環境，本校由 2020-2021 年度開始，全面使用 eClass 電子通告。 

2. 原本已使用的家長可繼續使用，未使用的家長於 27/8 購書時會收到通告，內附

使用簡介及密碼等。 

3. 請家長簽妥通告 1988「有關加強學校行政電子化計劃事」。 

 

(三) 實時課堂： 

由於新學年暫未能進行面授課堂，本校將使用 Micrcsoft Teams 進行實時課堂： 

1.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 8:30 至下午 12:30 進行實時課堂。 

2. P.1—4 每日有中文、英文、數學各 1 節，常識每周 2 節。每周共 17 節。 

3. P.5—6 每日有中文、英文、數學各 1 節，常識每周 2 節，音樂、視藝每周各 1

節。每周共 19 節。 

4. 每日最多 4 節課堂，每節 50 分鐘(每節最後 10 分鐘為提問時間)。每節課堂後設

有 10 分鐘休息時間。 

課  節 時   間 

第一節 8:30—9:20  (9:10—9:20 提問) 

 9:20—9:30(小休) 

第二節 9:30—10:20  (10:10—10:20 提問) 

 10:20—10:30(小休) 

第三節 10:30—11:20  (11:10—11:20 提問) 

 11:20—1130(小休) 

第四節 11:30—12:20  (12:10—12:20 提問) 

 12:20—12:30(總結及預備下課) 

5. 其餘科目：視藝及音樂(P.1—4) 、普通話、電腦及體育(P.1—6)將進行錄影教學。 

6. 輔導及支援課的實時課堂於下午進行，相關學生會收到學術組或支援組的通知及

安排。 

7. 請家長預備適用的器材: 

a. 配備視訊鏡頭的電腦(螢幕 11 吋以上) 或平板電腦((螢幕 10 吋以上) 

b. 連麥克風的耳機 

c. 穩定的網絡連線。 

8. 家長如未能備有相關器材而需協助，請聯絡班主任。 

9. 有關如何使用 Teams 進行實時課堂，請留意稍後發放的通告及本校網頁的通知。 

10. 學生進行實時課堂時必須遵守校規及上課守則(請與 貴子弟一同細閱附件— 

—網上實時上課學生守則。) 

 

(四) 1/9(二) 及 2/9(三) 實時上課時間表： 

1. 由於使用 Micrcsoft Teams 進行實時課堂為新嘗試，故定 1/9 至 2/9 為班主任課，

各級只進行 1 小時之課堂以進行測試及調節，方便進行技術支援，上課時間如

下： 

上  課  時  間 年  級 

9:00—10:00 P.1—P.2 

10:00—11:00 P.3—P.4 

11:00—12:00 P.5—P.6 

2. 請於上課前 5 分鐘登入網上教室。 

 

 



(五) 校曆表及實時課堂時間表： 

1. 2020-2021 年度上學期的校曆表及各班實時課堂時間表已隨函附上，請貴家長查

閱附件。 

2. 尚未使用 eClass 電子通告的家長，將於購買書簿日(27/8) 隨其他物資一併附上。 

 

(六) 2020-2021 學年學生資助 

1.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學生資助處現辦理 2020-2021 學年「學生資助計劃綜

合申請」事，包括學校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及上網費津貼計劃。 

2. 有關以上申請計劃詳情，請參閱 21/8/2020 發出之電子通告 1989。 

3. 尚未使用 eClass 電子通告的家長，將於購買書簿日（27/8）隨其他物資一併附

上。 

 

(七) 校車及午膳： 

1. 校車將於復課時才收取費用，屆時班主任會作個別通知。 

2. P2—P6 已繳交的二月份午膳費用將改為全面復課當月的午膳費。 

 

(八) 活動安排： 

1. 所有活動取消。 

2. 家教會親子一日遊日期待定。 

 

(九) 進入校園安排： 

1. 必須佩戴口罩。 

2. 工友會為家長量度體溫。 

3. 請使用酒精搓手液潔手。 

4. 如有身體不適，例如發熱、喉嚨痛、咳嗽等，請勿前往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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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號，有關 2020-2021年度開學安排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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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零年八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