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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校長分享



恢復面授課堂安排
不論是網上學習，還是面授課，
我們也能學到不少知識~~



教育局宣佈23/9（三）起
分兩階段恢復半日面授課堂



恢復面授課堂時間表編排

➢ 學生到校時間 07:30-08:00

➢ 上課時間為 08:00-13:00 (不設午膳時間)

班主任課 08:00-08:20

共上8節課(每節30鐘) →2節,2節,2節,2節

設3個小息

小息一 09:20-09:35 (15分鐘)

小息二 10:35-10:50 (15分鐘)

小息三 11:50-12:00 (10分鐘)

➢ 設放學預備鐘 12：55



上課時間表

班時間表



校園設置

飲水機飲用水暫停提供

小食部於１０月５日才開放

請同學帶備足夠水飲用!



上學及放學安排

能夠回到校園上學，
是一件十分值得感恩的事情



上學安排

➢ 到校時間：上午七時三十分至八時正

➢ 由學校正門進入

➢ 經過體溫檢測

➢ 進入校園後經過圖書館外走廊，拍卡登記出席記錄

➢ 經後梯上課室



放學安排

➢ 放學時間：下午一時正

➢ 安排家長隊、保母車隊及自行隊

➢ 在有蓋操場放學



小息安排

➢ 共3個小息

• 小息一 09:20-09:35 (15分鐘)

• 小息二 10:35-10:50 (15分鐘)

• 小息三 11:50-12:00 (10分鐘)

➢ 各班同學在樓層小息

➢ 小食部暫停開放(9月)



小息安排

➢ 小食部正常開放(10月開始)

➢ 小食部開放時間：

• 課前

• 小息一 (5/F 及6/F)

• 小息二 (2/F, 3/F及4/F)                 

不設堂食!!!



其他事項

新學年、新常態；

新嘗試、新挑戰



請學生於9月23日班主任課安排：

首天上課設有班主任課

1. 包括認識校園
2. 適應校園生活
3. 課室常規



請學生於9月23日帶回以下作業：

1. 快樂做練習一上第1冊
2. Ready Workbook(1A)
3. Ready Grammar(1A)
4. Ready Listening and Speaking (1A)
5. 小學數學作業1上A
6. 今日常識作業第2冊(我長大了)

*請在每本作業右上角用藍筆寫上
班別、姓名，或貼上姓名貼紙*



開學日(9月23日)準備

● 交6張學生相片：穿整齊校服(恤衫/校裙)
(要見到本校校徽),髮型要平實、整齊,女生
長髮請束起。)

● 在學生相片放入紙袋/膠袋交回，並在相片
背後用藍筆寫上姓名。

● 個人物品全寫上姓名/貼上姓名貼紙(label)



每天上學前預備

● 穿整齊校服(黑皮鞋VS運動鞋)
● 準備食物袋--小布袋/環保袋(盛載水樽,

零食,手巾,紙巾)
● 預備足夠文具(5-6支削尖鉛筆,橡皮,直

尺)*避免花巧
● 每天帶手冊
● 每天早上量體温及記錄
● 家長每天檢查功課是否完成,



每天上學前預備

● 緊記簽署手冊
● 請善用手冊(請假,早退,更改放學方式等

(預早自行通知褓姆車司機)
● 每天收拾書包,保持書包清潔
● 每天按時間表帶備所需物品及穿著校

服/運動服
● 按時間表帶教科書
● 帶備雨具(需要時)



防疫措施你要知



恢復面授課防疫事項

21/9 • 現在就要預備好的事

23/9
• 恢復面授課日要預備好的事

23/9
• 進入校園要注意的事

每天
要知道的事



仍在接受14日強制檢
疫的人士，切勿進入
校園或回校上課。



防疫事項

21/9 • 現在就要預備好的事

填妥學生外遊及健康狀況申報表

1.Eclass發放
2. 網頁下載



防疫事項

21/9 • 現在就要預備好的事

1. 填妥學生外遊及健康狀況申報表

2. 調節好上課日的作息時間

3. 校服、書包、課本、功課及文具

4. 預備好上學的心情



23/9
•恢復面授課日要預備好的事

防疫事項

1. 帶回校：「學生外遊及健康狀況申報表」

2. 量度體溫，確保體溫正常 每天在手冊
內記錄體溫



23/9
•恢復面授課日要預備好的事

防疫事項

3. 口罩4-5個(口罩保護套)

4. 酒精搓手液

5. 紙巾/濕紙巾



23/9
•恢復面授課日要預備好的事

防疫事項

6. 帶備足夠飲用水
- 學校不提供飲用水
- 飲水機不開放

7. 帶備麵包、餅乾、小食
- 小食部10月才開放
- 不可交換食物



23/9
•進入校園要注意的事

防疫事項

1. 必須戴上口罩

2. 用搓手液潔手

3. 通過體溫檢測

4. 拍卡簽到



防疫事項

1. 早上出門後要直接回校

2.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 保母車
或在人多擠逼的地方逗留時，
應佩戴口罩

3. 下課後要直接回家

4. 回家後要洗手,洗澡,更換衣服



每天
要知道的事

保持社交距離
課室座位單行排列
課室座位面對背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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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防疫措施



防護防疫 你我協力



CREDITS: This presentation template was 
created by Slidesgo, including icons by 
Flaticon, and infographics & images by 

Freepik. 

問答環節

歡迎在「聊天」內寫你們的問題。

http://bit.ly/2Tynxth
http://bit.ly/2TyoMsr
http://bit.ly/2TtBDfr


本簡介會完結，各位家長和同學可離開會議。

請各位家長繼續留意eClass App 和
本校網頁fklys.edu.hk最新發佈的消息

如有其他問題歡迎致電2677 2311 向本校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