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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 

因應教育局宣佈延長暫停面授課堂的校本安排 

學生須知 

2021 年 01 月 07 日 

政府於11月29日宣布，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繼續惡化，在12月2日（星期三）

暫停全港幼稚園及中小學（包括特殊學校及提供非本地課程學校）的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

直至學校的聖誕假期開始。其後，教育局於12月21日宣布繼續暫停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

直至2021年1月10日，主要內容如下： 

• 學校聖誕假期後，在暫停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期間， 

o 學校須繼續運用不同的教學模式，讓學生在家中學習。 

o 學校可按校本需要考慮安排中六或須於本學年參與海外公開考試的班級回校上課

以準備公開考試或進行校內考試。考試或面授課堂須以半日制形式進行，回校出

席面授課堂及進行考試的學生的總人數以學校最高限額的六分一的學生為限。 

• 學校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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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應繼續保持校

園環境清潔衞生。我們要求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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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關在疫情期間的考試及學校暫停面授課堂的行政安排，學校可參閲教育局於2020年11

月30日發出的函件：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sch/diseases-prevention/edb_20201130_chi.pdf 

 

於2021年1月4日，教育局再宣佈繼續暫停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由原本1月10日延長至學

校農曆新年假期。 

• 中學可彈性延伸中六學生可以回校上課的安排至其他級別的學生，安排個別級別學生(包

括中一至中六) 回校進行半天(上午或下午)的面授課堂或進行考試，而全校每天可辦兩節

半天的課堂。每半天回校的學生的數目以全校最高限額的六分一的學生為限。為避免同

學們出外用膳，學校不可安排同一級別學生進行全日課堂或考試，即上下午每節半天課

堂的學生需為不同的班級。 

• 有關中一自行分配學位面試安排，若受疫情影響，學校可因應實際運作情況，考慮是否

維持原來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的甄選安排。如須修改有關安排，須先取得法團校董會的同

意，並盡快通知學生家長。 

• 為減少社交接觸和人群聚集，學校在現階段不應舉行大型活動，如家長日、開放日、校
園參觀或畢業禮等。學校如需要舉行會議，應以網上/電話會議代替面對面的會議。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sch/diseases-prevention/edb_20201130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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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安排 

1. 考試、網課及面授課安排 

a. 下學期由１月４日開始。考試以半天考試形式進行，各年級考試不設口試。 

b. 中六模擬考試及面授課安排如下： 

考試日期 面授課安排 

由1月4日至22日 

(考試期減一天，並安排一

天的考試於星期六進行) 

• 維持於1月28日至2月4日上午時間回校進行面授課(對卷) 

• 保留2月4日中六惜別會，惟形式須作修改 

c. 中一至中五各級考試、網課及面授課安排如下： 

i. 方案 (1)：農曆新年假期後全部學生可以進行面授課 

年級 考試日期 網課及面授課安排 

中一至中三 農曆新年假期

後2天開始 

• 1月4日至27日上全天網課 

• 1月28日至2月8日上午半天網課 (下午可以最多

全校最高限額的六分一的學生回校補課或測

驗)。 

• 農曆新年假期後首兩天，中一至中三上半天面

授課 

中四至中五 農曆新年假期

後開始 

ii. 方案 (２)：農曆新年假期後不能全部學生進行面授課 

• 農曆新年假期前網課安排與方案 (1) 相同，即1月4日至27日上全天網課

及1月28日至2月8日上午半天網課。 

• 農曆新年假期後，上午及下午各一級回校在禮堂考試，其餘級別學生上

全天網課。 

 由2月22日起回校考試順序 

上午 中五 中四 

下午 中三 中二 中一 

 方案 (２) 可能按教育局有關農曆新年假期後宣佈作適當修改。 

註： 中一至中五級筆試考試範圍維持不變（為2020年12月21日前的授課內容）。 

d. 取消中一至中五級原定於2021年3月26日至4月1日的第二次統一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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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試完結後的安排 

a. 如果可以回校進行半天面授課 

i. 按 10月份安排，由上午 8時 15分至下午 12時 45分上半天面授課，每課節

30 分鐘。 

ii. 學與教發展及事務組負責編排中五下午補課／在校測驗／在校校本評核，網

課補課由下午 2:30 開始。 

iii. 於下午 2:30 後，安排網上訓練班或興趣班，包括中二英語話劇班、樂器班及

音樂訓練班、手語及外語興趣班等，供學生參加。 

b. 如果不能回校進行面授課 

i. 中一至中五各級按 12 月份安排上全天網課 

ii. 於下午５:00 後，安排網上訓練班或興趣班，包括樂器班及音樂訓練班、手語

及外語興趣班等，供學生參加。 

c. 不論是否仍然延長暫停面授課堂，星期一至六上午 9時正至下午 1時正，開放中六

自修室，為中六學生提供較理想溫習環境。 

3. 學校重要活動安排 

a. 2月4日中六惜別會 

i. 當天11:15-12:45，中六學生於禮堂進行惜別會，錄影片段會於稍後時間在

中一至中五級班主任課時段內播放。 

ii. 中一至中五的網課時間至上午11:00，第六節至第八節不用上課。中六班主

任及科任老師於11:15出席禮堂惜別會，任教其他級別的老師歡迎出席。 

iii. 中六班主任檢視學生分享內容及所用時間；訓導組老師協助清場，學生須嚴

遵防疫規則；可風電視台負責錄影及剪片工作。 

b. ２月8日學生會校內新春活動 

i. 取消2月8日的學生會校內新春活動，並考慮延後歌唱比賽。 

ii. 當天改為上課天（day２）。 

c. ２月28日家長日 

i. 在延後考試完結後，透過zoom以網上面談形式舉行家長日，日期待定。 

ii. ３月１ 日改為上課天（day 1）。 

iii. 家長日補假同步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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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支援學生網上學習 

a. 設備 

i. 所有中一及中二的同學均擁有自己的平板電腦作網上學習之用，學校會為同

學安裝所需的軟件及提供技術支援。  

ii. 學校繼續提供設備供其他級別有需要的同學，以進行網上學習，包括平板電

腦及手寫筆、手提電腦及麥克風。 

iii. 家中沒有互聯網服務的同學則可透過學校申請免費流動數據咭作上網之用。 

b. 學習材料 

學習材料會以電子形式透過網上學習平台發放，學生可以下載及自行列印。學校亦

會透過班主任收集有需要學校代印學習材料的學生名單，學生可於1月16日早上分

批回校領取。 

c. 回饋 

學校的網上學習會透過以下途徑作出回饋： 

i. 批改的學生功課 

ii. 課堂答問及活動 

iii. 網上問卷 

學生亦可透過電郵詢問老師於課業上遇到的疑難，各老師會盡快回覆。 

5. 校舍開放安排 

校舍於星期一至六保持開放，由上午7:45至下午5:00，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關閉。非教

學職員按既定的「非教學職員上班安排」回校工作。 

6. 學校防疫安排 

執行既有防疫措施，保障師生健康： 

a. 經常清潔及消毒校舍。 

b. 所有回校學生、老師及訪客須佩戴口罩，在更亭量度體溫，用酒精搓手液清潔雙手。

訪客必須在更亭記下資料後才可進入校園。 

c. 學生回校上課前數天，全校進行消毒大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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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安排 

(1) 全天網課安排 

按已編定的時間表，以網上課堂進行教學，讓學生在家中學習，每節網課時間約35分

鐘。 

 上課時間 

Day 1,２(中四除外),3, 4, 6, 7, 8, 9 上午 9:00 至下午 3:40 

Day 2（中四）, 5, 10 上午 8:15 至下午 3:40 

 

 由 至 

第 1 節 8:15 9:00 

第 2 節 9:00 9:45 

第 3 節 9:45 10:30 

小息 10:30 10:50 

第 4 節 10:50 11:35 

第 5 節 11:35 12:20 

午飯 12:20 13:25 

第 6 節 13:25 14:10 

第 7 節 14:10 14:55 

第 8 節 14:55 15:40 

 

(2) 半天面授課及網課安排 

a. 壓縮上課時間表，每節面授課30分鐘，每節網課25分鐘，下午12:45放學。 

 由 至 

第 1 節 8:15 8:45 

第 2 節 8:45 9:15 

第 3 節 9:15 9:45 

小息 1 9:45 10:00 

第 4 節 10:00 10:30 

第 5 節 10:30 11:00 

小息 2 11:00 11:15 

第 6 節 11:15 11:45 

第 7 節 11:45 12:15 

第 8 節 12:15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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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１節早會及閱讀節安排 

 半天面授課 半天網課 

操場早會 (Day 1)  以班主任節形式代替 

 如為每月升國旗禮，則學生於課

室觀看直播升旗過程 

 如有需要，兩級學生於禮堂進行

早會，其餘學生以直播形式參與 

取消 

全校禮堂早會 (Day 6) 兩級學生於禮堂進行，其餘學生以

直播形式參與 

初中／高中分級禮堂早會 以兩級學生為限，其餘一級學生以

直播形式參與 

閱讀節 

 

如常進行 

 

(3) 網課注意事項 

a. 學生至少提前５分鐘加入zoom，確保設備上的攝像鏡頭和麥克風運作正常；並需

要在網課期間開啟攝像鏡頭。網課開始後超過５分鐘才加入zoom的學生作遲到論。 

b. 學生及老師均不可以錄影實時網課。 

c. 學生不可以無故缺席網課。如學生因事(病假或事假)未能出席網課，必須按照學校

日常手續請假，由家長於早上8:15前致電學校請假。 

d. 老師須在每節網課點名，並於每天下午4:00前把缺席及遲到學生名單交予校務處作

記錄。校務處須致電缺席網課但沒有請假的學生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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