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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2022 - 2023年度第95號通告 

第五期學校通訊 

各位家長： 

  請細閱下列事項並作緊密配合，多謝合作。                                                                                                    

項目 名  稱 要        點 

1.  有關「聖誕

及新年假

期」事宜 

2022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三)至 2023 年 1 月 2 日(星期一)為聖誕及新年假

期。 

2.  有關「1月份

上課安排」 

事宜 

本校自 1 月 3 日起恢復全日制上課。 

1 月份上課時間安排如下︰ 

日期 上課時間 

*1 月 3 日至 1 月 4 日 上午 8:15-正午 12:00 

*1 月 5 日、6 日，9 日及 10 日 上午 8:15-上午 11:25 

1 月 11 日-1 月 17 日 上午 8:15-下午 3:15 

1 月 18 日 官小聯校教師發展日學生不用回校上課 

1 月 19 日 中華文化日上午 8:15-正午 12:00 

家長請為孩子準備足夠的飲用水、健康小食和防疫物品(口罩、濕紙

巾)，叮囑子女要注要防疫要求。 

3.  有關「量度

體溫記錄與

學生外遊及

健康狀況申

報」事宜 

為提高教師對學生健康狀況的警覺性，聖誕假期及新年期間，學生仍須每

天在家量度體溫及作記錄，並請家長／監護人簽署作實，亦請家長填寫

「學生外遊及健康狀況申報表」 (今天已派發給學生)，並於 1 月 3 日交

回班主任。如因染疫或強制檢疫而未能回校上課，請致電 2157 2788 請

假，回校當天交回「學生外遊及健康狀況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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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推動

校園健康飲

食」事宜 

為使本校學生能健康成長和提升他們的學習能力，本校已參與由衞生署

舉辦的「至『營』學校認證計劃」，透過執行各項措施落實早前訂定的「學

校健康飲食政策」，以營造一個健康飲食環境，幫助學生養成良好飲食習

慣。為鼓勵學生在生活中實踐健康飲食，希望家長能與我們攜手合作，作

出配合，詳情如下： 

1. 在小食安排方面，請參考《學生小食營養指引》。切勿提供「少選為佳」

（即高脂、高鹽或高糖）的小食和飲品，例如薯片、朱古力、牛油曲奇、

糖果、汽水或加糖果汁。家長可預備新鮮水果、烚雞蛋、低脂奶、高鈣

低糖豆漿或乾焗原味果仁等作為健康小食。家長亦可到香港營養學會

網站的「有『營』小食資料庫」 ，查閱在市面有售而符合「適宜選擇」

及「限量選擇」定義的小食。此外，家長還可以利用衞生署「健康飲食

在校園」運動專題網站的「至『營』小食站」 ，為附營養標籤的包裝

小食進行營養分類。請注意，學生應在不影響下一餐正餐的胃口下，適

量進食小食。 

2. 自行預備午膳餐盒予學生的家長，請參考《學生午膳營養指引》。午膳

餐盒應提供最少一份蔬菜（即半碗煮熟的蔬菜）、不含「强烈不鼓勵供

應的食品」（例如油炸食物或鹽分極高的食物）及不供應甜品。穀物類、

蔬菜類和肉類（及其代替品）佔餐盒容量的比例應為 3:2:1（即最多是

穀物類，其次是蔬菜類，最少是肉類及其代替品）。 

3. 希望家長能鼓勵和確保學生每天進食 1 至 2 份水果。 

 如欲知道更多健康飲食方面的資訊，請參閱衞生署「健康飲食在校

園」運動專題網站（https://school.eatsmart.gov.hk） 

5.  有關「全港

中、小學校際

中文閱讀競賽

比賽（2022—

2023）˙個人

《Edu 

DynamiX》挑

戰賽戶口派

發」事宜 

本校較早前發出63號通函，通知各位家長有關「全港中、小學校際中文

閱讀競賽比賽（2022—2023）˙個人《Edu DynamiX》挑戰賽」事宜。 

是項活動日期為2022年12月12日至2023年3月30日，班主任已於十二月上

旬向同學派發用戶編號及密碼，希望學生積極參與。如遇上任何問題，

可向黎苑茵主任或圖書館主任查詢。 

 

請到以下網址或掃瞄右方的二維碼瀏覽： 

https://sites.google.com/view/crbhk/%E6%AF%94%E8%B3%BD%E8%A9%B3%E6
%83%85?authuser=0 

6.  有關「全日

制電腦室開

放」事宜 

- 本校電腦室將於 2023 年 1 月 11 日起開放(特別活動日、考試期間
和考電腦科技能試期間暫停開放)，讓指定的學生可以利用電腦室的
設備進行有意義的自學活動。 

- 有關全日制開放時間、進電腦室規則及秩序安排，詳見附件二。 

- 學生每次進入電腦室均需帶備家課日誌，在56頁記錄進入電腦室日

期。 

https://sites.google.com/view/crbhk/%E6%AF%94%E8%B3%BD%E8%A9%B3%E6%83%85?authuser=0
https://sites.google.com/view/crbhk/%E6%AF%94%E8%B3%BD%E8%A9%B3%E6%83%85?authuse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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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關「農曆

新年親子才

藝表演」 

事宜 

誠邀家長與你的子女做一項才藝表演。表演項目不限，以歡度兔年為
主題。表演時限為 5 分鐘，請以短片形式繳交參賽作品，並上傳電
郵地址：kwf15@hrgpscwb.edu.hk 
 

電郵內容請說明： 

a. 學生姓名及家長姓名 

b. 學生班別 

c. 家長聯絡電話 

d. 表演項目名稱 

繳交作品截止日期為 2023 年 1 月 9 日(星期一)。 

 

所有參賽作品皆有機會向公眾展示或上載學校網頁。為保障學生的個人
資料及私隱，本校對所收集及儲存的學生及其家長的個人資料，只會用
於本校教學交流及教育推廣等非商業用途上。 

(凡獲選展出的作品，學生均可在獎勵冊 C1 項，加上三個「」及獎品
一份以示鼓勵。) 
 

如對上述活動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甘永豐主任，謝謝！ 

8.  有關「農曆

新年課室佈

置」事宜 

為使學生發揮其創意，並加強班級經營，本校鼓勵各班學生共同佈置課
室，裝飾除了需配合環保及農曆新年的歡樂氣氛為主題外，更要有班本
特色，誠邀家長協助你的子女於 2023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五)前攜帶環保飾
物回校，與師長一同佈置課室。 
 

(凡認真參與課室佈置活動，每個學生均可在獎勵冊 C1 項，加上三個「」
以示鼓勵。) 

9.  有關「中華

文化日」 

事宜 

- 農曆新年將至，為讓學生感受中國傳統文化，本校將於 2023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三)舉行「中華文化日」，安排學生進行中國傳統文藝

活動和欣賞文藝表演。當天放學時間提早至中午 12 時，學生毋須

攜帶課本上課。 

- 為增添節日氣氛，誠邀家長協助你的子女當天穿着整齊華服上課以

便進行拍照。 

  

mailto:kwf15@hrgpscwb.edu.hk


第4頁 

10.  有關「更改

學生 個人資

料、家居 地

址或電話」 

事宜  

- 本校已將學生個人資料、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家居地址(包括區議會分

區的改動)、家居電話、緊急聯絡電話等各項資料輸入網上校管系統存

檔。日後如有任何變更，家長須以書面正式通知班主任更改有關的資

料，並附上有關證明 文件之影印本(如需要)。 

- 校方收到有關文件，會立即更新學校電腦系統內的資料及呈報教育局。 
 

* 所收的資料，將用以辦理與本校有關的一切職責和活動事宜。這些資 料

可能會轉交教育局，用作實施普及基礎教育、派位、統計、規劃、研究或

其他與教育有關的用途。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18 和 22 條及附表 1 第 6 原則的規定，

你有權更改或查詢所提供的個人資料。這些要求可以書面送交本校辦理。 
 

 (＊家長在學期初時填寫「學生手冊」並不可當作通知校方更改學生資料用，

需要另行通知。) 

煩請家長保留此通告，以作日後參考之用。 

 

 

 

 

校長︰勞佩珊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此乃電子通告，不設紙本。



第5頁 

項目 3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表格 A 

        量度體溫記錄表 

(聖誕假期及新年) 
 

1. 聖誕假期及新年期間，學生仍須每天在家量度體溫及作記錄，並請家長／監護人簽

署作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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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瀏覽以下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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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假期後回校，學生如有發燒，應立刻求醫，並向校方請假，留在家中休息。 

4. 請於 3/1(星期二)家課冊內填寫當天體溫及快測資料，早上回校給班主任檢查。 

5. 請於 3/1(星期二)交回「量度體溫記錄表」表格 A及背頁「學生外遊及健康申報

表」表格 B給班主任處理。 
 
                                                                                          
 

學生姓名：  班別：  學號：  日期：21/12/2022-
2/1/2023 

 
日期 量度體溫時間 溫度 家長／監護人簽署 

21/12/2022 上午 ____時____分  ℉/℃  

22/12/2022 上午 ____時____分  ℉/℃  

23/12/2022 上午 ____時____分  ℉/℃  

24/12/2022 上午 ____時____分  ℉/℃  

25/12/2022 上午 ____時____分  ℉/℃  

26/12/2022 上午 ____時____分  ℉/℃  

27/12/2022 上午 ____時____分  ℉/℃  

28/12/2022 上午 ____時____分  ℉/℃  

29/12/2022 上午 ____時____分  ℉/℃  

30/12/2022 上午 ____時____分  ℉/℃  

31/12/2022 上午 ____時____分  ℉/℃  

1/1/2023 上午 ____時____分  ℉/℃  

2/1/2023 上午 ____時____分  ℉/℃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guidance_note_on_monitoring_of_body_temperature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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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B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學生外遊及健康狀況申報表 

 
學生姓名：  班別：  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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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天內的學生外遊紀錄 
本人子女在上課前 7 天內沒有離開香港。 
 
本人子女在上課前 7 天內曾到訪香港境外的國家／地區。 

 
離港時期：由 202__年_____月____日(離港日期) 至 202__年     月     日(抵港日期) 

 
外遊地點（請列明國家及城市）：   
 
「安心出行」黃碼生效日期為 202__年_____月_____日至 202__年     月    日 
 
乙部 ─ 照顧學生、或與學生同住的人士的健康情況 

照顧本人子女、或與其同住的人士上課前 7 天內均沒有證實患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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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前 7 天內 * 已經
完成強制檢疫／仍然接受強制檢疫 (請刪去不適用者)。 

 
該確診者和本人子女的關係：______________，確診者強制檢疫首天的日期﹕__________ 
 
照顧本人子女或與其同住的人士中，有被衞生署界定為 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的「密切
接 

觸者」。上課前 7 天內 * 已經完成強制檢疫／仍然接受強制檢疫 (請刪去不適用者)。 

 

該「密切接觸者」和本人子女的關係：______________，完成強制檢疫的日期﹕__________                   
 
(如因強檢未能回校上課，請致電 2157 2788請假。) 

 
家長／監護人簽署 : 

 

 
家長／監護人姓名（正楷） : 

 

 
日期 : 

 

 

*密切接觸者的界定會根據相關個別情況而決定。被視爲密切接觸者的例子包括確診者的同住家人。一般而

言，追溯期由確診者發病日期前兩天起計；無徵狀患者則以呈陽性之樣本的採集日期前兩天起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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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6                  附件一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2022-2023年度 電腦室開放安排 

 

1. 開放電腦室日期：2023 年 1 月 11 日起至另行通知(全日制) 

 (特別活動日、考試期間和考電腦科技能試期間暫停開放) 

 

2. 各班進入電腦室的安排：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二個小息     

五年級 

及 

6S 

第三個小息 

一年級 

及 

6H 

二年級 

及 

6R 

三年級 

及 

6G 

四年級 

及 

6P 

 

# 每班入電腦室的名額(全班)：4個(按學號)  

 

3. 進入電腦室的規則： 

a. 利用電腦室的設備進行有意義的網上自學活動，不能上網玩電子遊戲。 

b. 每天開放一節，只開放給指定對象。 

c. 電腦室內不能飲食。 

d. 一至三年級學生需要在資訊校園大使帶領下進入電腦室，四至六年級學生自行前往

電腦室。 

e. 每次進入電腦室的學生，均需帶備家課日誌。同學要用潔手液清潔雙手和佩戴口

罩，方能進入電腦室。資訊校園大使會在家課日誌的「使用電腦室記錄表」上記下

使用日期。 

f. 進入電腦室的學生必須自律，保持良好秩序，如違反紀律者，先予口頭警告，若仍

無改善，當值老師將會考慮暫停該生享用是項服務，並會在獎勵冊上作記錄。 

 

4. 當天由班主任安排進入電腦室的學生人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