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告編號︰20-21/023

家長通告
延長暫停面授課堂直至 2021 年 1 月 10 日安排
(一) 教育局消息
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仍然非常嚴峻，政府有需要繼續採取嚴厲的
措施應對疫情，教育局宣布所有幼稚園及中小學在聖誕假期結束後，繼續
暫停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直至 2021 年 1 月 10 日。
(二) 中四及中五級中期考試安排
原定本學年於 2021 年 1 月 5 日(二)至 1 月 15 日(五)舉行的中期考試將
順延至 2021 年 1 月 12 日(二)至 1 月 22 日(五)進行，各科的中期考試時間
表可參閱較早前發出的通告（通告編號：2021-022，2020 年 12 月 2 日起暫
停面授課堂安排通告）
。請家長督促貴子弟善用時間溫習，為中期考試作好
準備。
(三) 中四及中五級網上教室的安排
1. 網上教室進行授課安排
學校將於延長暫停面授課堂期間（1 月 4 日至 1 月 8 日）利用網上
教室上課。詳情如下：
(a) 形式
經評估使用方法及保安措施，學校將使用 Microsoft Teams 作為網
上教室的平台。
(b) 日期和時間
2021 年 1 月 4 日至 1 月 8 日，上課時間為上午 9:00 至下午 12:20。
(c) 時間表
請參閱附件 1。

(d) 網上教室出席率計算方式
(i)

學生必須準時上午 9:00 或以前登入網上教室，並按時完成所
有課堂，才合共計算為 0.5 日出席。

(ii)

學生須按時間表準時上課，並由科任老師於每節課堂為學生點
名，若學生遲到多於 5 分鐘或早退多於 5 分鐘，或未有在整個
課節開啟網絡攝錄機（影像鏡頭），不計算該課堂的出席。

(iii) 網上教室出席率計算方式如下：

上午課堂
（9:00 - 12:20）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5 日

0.5 日

0.5 日

0.5 日

0.5 日

必須出席每天
4 節完整課堂

備註：

(iv) 若學生缺席，須根據以往請假手續程序，家長於早上致電學
校為學生告假，並透過任何電子及郵遞方式傳送家長信及/或
醫生證明書的副本，同學必須於恢復面授課堂首天或以前交
回家長信及/或醫生證明書的正本。
(v) 如學生因事請假，須於請假前最少三天向班主任呈交家長信
申請並取得校方批准，否則作曠課論。
(e) 網上教室注意事項
(i)

衣著 — 請穿著雅觀及整潔的服飾上課。

(ii) 認真 — 準備好電腦、書本及文具，開啟鏡頭，認真上課。
(iii) 準時 — 請於上課前 5 分鐘按指定修讀的班別及科目進
入等候室靜心等待上課。
(iv) 出席 — 老師將於每節課開始時點算學生出席。
(v) 尊重 — 老師授課時，學生應關掉自己的說話功能，發問
或答題前請善用聊天室或舉手功能作示意。
(vi) 提問 — 每節課堂完結後均設互動環節，同學可於課堂前
或課堂時先寫下問題，利用該環節向老師提問。

(f)

保障個人資料（私穩）措施
(i)

為提供更理想的師生互動及教學質素，所有師生使用網上教
室時，必須在整個課節持續開啓網絡攝錄機(影像鏡頭)，以確
認進入網上教室的使用者身份。

(ii) 每節網上教室的課堂將會被錄影，校方已制定相關錄影片段
的貯取政策，只有獲校方授權人士在合理的情況下方可使用
有關錄像。所有錄像將於學年完結時被銷毀。
2. 透過合適的學習模式以支援學生「在家學習」
學校已強化運用網上學習平台(Google Classroom)為學生提供學習
材料、練習和回饋，亦會透過 Microsoft Teams 作為網上教室的學習平
台(見附件 2)，每節課堂老師均以實時教學方式與學生進行互動教學。
學校已為中四及中五級各科目編製了網上教室時間表，學生可在指定
時間進入相關級別及科目的網上教室參與課堂。學生可透過以下網址
瀏覽網上教室時間表 http://www.ccvc.edu.hk/elearning_timetable，學生
亦可透過以下網址瀏覽網上學習資源項目 http://bit.ly/3b8mSHs (見附
件 3)。如對網上教室的登入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回校聯絡班主任。
3. 支援在家學習措施
為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不會因技術及設備上的不足而影響到學習
的機會，學校目前正透過合適的學習模式，支援學生在家學習，當中
主要涉及運用網上及流動科技以提供學生得到學習機會。為讓學生在
學習過程中不會因技術及設備上的不足而影響到學習的機會，學校會
繼續向學生提供適當的支援，例如：向有需要的學生借出流動電腦裝
置及協助他們申請相關援助，包括：關愛基金資助購買電子學習自攜
裝置計劃、支援有經濟需要學生上網學習補充津貼及其他社福機構提
供支援電子學習的裝置等。

(四)中六級學習及準備公開試安排
本校十分關心疫情下中六級學生快將面對公開考試等安排，教育局亦允
許學校可按校本需要，按照原定校曆表安排中六級同學於 2021 年 1 月 4 日
開始以半日制形式回校上課以準備公開考試。
學校定必嚴謹遵從各項衞生防護措施，在校園內所有人士須時刻戴上口
罩，亦須保持適當的社交距離、在校舍出入口為師生量度體溫等，以保障師
生健康。學校亦會嚴謹遵照教育局發出的「學校健康指引」及衞生防護中心
的《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學校的健康指引》。由於疫情出現繼續惡化的
趨勢，學校在這期間不會安排任何需要學生脫下口罩的活動。若個別家長對
考試及面授課堂安排有所顧慮，可考慮讓子女留在家中，而學校會彈性地處
理學生告假／缺席事宜，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回校所屬班主任查詢。
(五) 延長暫停面授課堂行政安排
為確保校舍環境清潔衞生，學校會加強清潔及消毒工作，以保障全體師
生的健康及安全，包括：
⚫
⚫
⚫

利用 1:99 漂白水消毒所有課室、走廊、樓梯、洗手間、升降機及
小食部等公共空間；
學校正門會鋪設消毒地毯；
所有進入校園人士（包括所有學校職員），必須量度體溫、佩戴口
罩及消毒雙手。

在暫停面授課堂期間，本校將如常保持校舍開放，讓家中缺乏人照顧的
學生回校，並會確保學生之間有足夠社交距離。本校亦會安排教職員當值，
處理校務、回答家長查詢，及照顧已回校的學生。
注意事項：
⚫ 學生回校時須穿整齊校服（請參閱學生手冊的規定）。
⚫ 學生須留意自己的健康狀況，如出現病徵，尤其發燒，切勿回校，並
立即求醫。
⚫ 回校前先量度體溫，並每天填寫於學生手冊的「量度體溫記錄表」，
簽署後帶回學校。
⚫ 為防感染，學生回校時包括乘坐校車、保姆車或其他交通工具必須戴
上口罩，並帶備紙巾。
⚫ 學生返抵學校後，班主任會為學生量度體溫，如有需要可前往校務處
登記及索取一般一次性非醫學用口罩。

(六) 同心抗疫 共渡時艱
教育局強烈呼籲教職員及學生，在聖誕假期期間，應盡量減少外出、應
避免群體聚集、社交接觸及外出用膳。有鑑全球各地的疫情依然嚴峻，教
職員及學生應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遊計劃。家長應採取預防冠狀病毒病措
施及留意子女的健康情況，學童需保持均衡飲食、恆常運動及充足休息以
增強免疫力。學童如有任何身體不適（即使徵狀非常輕微）
，應盡快向醫生
求診，以及早獲得適切診斷和治療。
本校將緊密跟進教育局的宣布，並適時透過學校網頁發放最新資訊，敬請家
長及學生密切留意手提電話及網頁之訊息及通告。若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2988
8821 向校務處查詢。本校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時正至下午 5 時正。

明愛華德中書院
學生事務組
2020 年 12 月 22 日

明愛華德中書院
2020-2021
中四A班 (網上教室時間表)
生效日期：04/01/2021

班主任﹕何金華老師及梁俊偉老師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登 陸 網 上 教 室

8:50am - 9:00am
9:00am - 9:45am

通識教育
CCY

英國語文
TSM

英國語文
TSM

旅遊與款待 LCW
視覺藝術 FSH

中國語文
HKW

9:45am - 10:30am

中國語文
HKW

通識教育
CCY

通識教育
CCY

中國語文
HKW

英國語文
TSM

數學
LMH

倫理與宗教
HKW

小

10:30am - 10:50am

休

10:50am - 11:35am

設計與應用科技 FSH
資訊及通訊科技 WMY
體育 LMH

設計與應用科技 FSH
資訊及通訊科技 WMY
體育 LMH

中國語文
HKW

11:35am - 12:20pm

英國語文
TSM

數學
LMH

數學
LMH

周

會

旅遊與款待 LCW
視覺藝術 FSH

明愛華德中書院
2020-2021
中五A班 (網上教室時間表)
生效日期：04/01/2021

班主任﹕陳翠怡老師及梁民希老師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登 陸 網 上 教 室

8:50am - 9:00am
9:00am - 9:45am

英國語文
TSM

數學
WMY

數學
WMY

中國語文
HKW

旅遊與款待 LCW
視覺藝術 FSH

9:45am - 10:30am

旅遊與款待 LCW
視覺藝術 FSH

中國語文
HKW

資訊及通訊科技 WMY
體育 LMH

設計與應用科技 FSH
資訊及通訊科技 WMY
體育 LMH

通識教育
CCY

小

10:30am - 10:50am

休

10:50am - 11:35am

通識教育
CCY

英國語文
TSM

旅遊與款待 LCW
視覺藝術 FSH

11:35am - 12:20pm

中國語文
HKW

倫理與宗教
HKW

通識教育
CCY

數學
WMY

周

會

設計與應用科技 FSH
資訊及通訊科技 WMY
體育 LMH

英國語文
TSM

明愛華德中書院
Teams 網上教室-學生用戶指引
1.

平板及手機用戶必須先下載 Microsoft Teams 應用程式，然後根據學校派發
的帳號登入 Teams；

2.

電腦用戶開啟以下連結到 Microsoft Teams 網站根據學校派發的帳號登入。
www.microsoft.com/microsoft-365/microsoft-teams/

3.

在登入 Teams 後，前往學校網頁(www.ccvc.edu.hk/elearning_timetable)查看
時間表，然後根據班級和時間開啟相應的網上教室的連結。

4.

開啟連結後會轉跳到 Teams 程式，請一直開啟影像及喇叭參與課堂，而麥
克風則在需要問答時才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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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網上學習資源項目

項目
1.

二維碼

網上學習平台(GOOGLE CLASSROOM)

主頁網址：http://bit.ly/3b8mSHs

2.

科任老師電郵地址

3.

Teams 用戶說明

4.

網上教室時間表

5.

支援學生在家學習的學與教資源

學生只需使用流動通訊裝置以及解讀二維碼(QR Code)的軟體，便可獲取以上資
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