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筲箕灣官立小學 
              電話：2569 2532              傳真：2568 9504             電郵地址：skwgps@edb.gov.hk 

   特別通告：16 /下（2019-2020） 

各位家長： 

有關小一至小五提早放暑假、學期末及新學年開課事宜 
 

(一) 提早放暑假、暑期課業 

  鑑於近日 2019 冠狀病毒病本地感染個案急升，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由 7 月 13 日（星期一）

開始提早放暑假至 8 月 31 日（星期一）止，學生將於 9 月 1 日（星期二）開課。學校由即日起至 7

月 24 日（星期五），將繼續開放校舍，安排教職員當值，處理校務及回答家長查詢，亦會清潔校園

及消毒。如有家長未能安排親友照顧子弟，請最少一天前致電回校登記，以便安排人手照顧。惟因

校車及午膳已停止服務，家長需自行安排 貴子弟午膳及往返校園，並須穿著校服按正常上課時間回

校。所有進入校園人士，敬請自備及適當配戴外科口罩。家長可留意學校網頁發放的最新消息。 

請家長鼓勵孩子充分利用暑假，妥善分配時間，完成老師指派的暑期課業(詳情請留意校網及

eClass)及進行有益身心的活動，如閱讀中、英文圖書、進行戶外及網上學習活動等。 

 

(二) 領取校內個人物品 

由於學校提早放暑假，現安排家長於 7 月 16 日(星期四)到校領取學生於校內的個人物品。為

免大量人群聚集，請家長按學生就讀的年級及指定時段到校，有關安排如下： 

時間 
上午 9:00- 

10:00 

上午 10:00- 

11:00 

上午 11:00- 

中午 12:00 

中午 12:00- 

下午 1:00 

下午 1:00- 

下午 2:00 

年級 P.1 P.2 P.5 P.4 P.3 

*回校領取物品的人士必須佩載口罩及在校門入口量度體溫。 

 

(三) 小一至小五購買 2020-2021 年度上學期課本 

為方便各位家長替子女購買書本，本校安排特約書商--聯合新零售 (香港)有限公司於 7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到校售賣 2020-2021 年度上學期學校選用的課本，家長可選擇自

行在坊間購買或到校購買(詳見特別通告 14/下)。 

為免大量人群聚集，請家長按學生就讀的年級及指定時段到校，有關安排如下： 

時間 
上午 9:00- 

10:00 

上午 10:00- 

11:00 

上午 11:00- 

中午 12:00 

中午 12:00- 

下午 1:00 

下午 1:00- 

下午 2:00 

下午 2:00- 

下午 3:00 

升讀 

年級 
P.1 升 P.2 P.2 升 P.3 P.5 升 P.6 P.4 升 P.5 P.3 升 P.4 

升 P.2 至 

升 P.6 

註：1.如有兄弟姊妹就讀本校，家長到校時可一併購買學生課本。 

    2.回校購買課本的人士必須佩載口罩及在校門入口量度體溫。 
 

(四) 退款安排 

1. 學校將安排以支票退還下學期課餘興趣班及午膳的款項，請家長於 7 月 16 日(星期四）到校

領取個人物品時一併簽收。 

2. 退款支票抬頭人如不便親身到校辦理簽收手續，學校將登記代領人的個人資料，以保障家

長。 

3. 如家長對各項退款有任何查詢，請在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9:00-下午 5:00)致電學校

2569 2532查詢。 

  



 

 

(五) 跟進本學年電腦科、音樂科及數學科課程 

1. 由於停課關係，下學期電腦科及音樂科尚未完成的課程將與下學年的課程作課程統整，把相近

的課題合併教授或刪減部分內容。2019-2020 年度下學期電腦及音樂科課本將有以下安排: 

年級 
安排 

2019-2020 年度 2020-2021 年度 

一至五年級 
電腦課本由學校保存 

音樂課本由學生自行保存 
電腦課本及音樂科課本由學生保存 

2. 保留下學期數學課本 

由於停課關係，有少部份年級的數學科範疇未納入本學年下學期評估或考試範圍，將安排於下

學年的上學期測驗時進行考核，請家長保留下學期的數學科課本及作業等以作溫習之用。 

 

(六) 四、五年級下學期成績表 

  由於停課的關係，本學期考試順延至 7 月 6 日至 9 日舉行，因試後處理考試積分及成績表需時，

學校將安排於 9 月初派發下學期成績表，敬希家長留意。有關下學期各項獎項亦於新學年頒發。 

 

(七) 促進學習的評估 

  為了解停課對學生學習進度的影響，教育局整合原擬用於本年度全港系統性評估的題目，成為一

套評估材料，安排小三學生於下學年 9 月底至 10 月初以 STAR 網上平台進行。學校可善用是次評

估所得的各項學生表現分析，有助教師了解學生的能力，並提供相應的支援及輔導，有關詳情將於

新學年公布。 

 

(八)新學年開課事宜 

1. 學生首天上課日期為 9 月 1 日（星期二）。班主任會於 8 月底聯絡家長了解 貴子女於開學首

天的放學方法，以確保學生安全。 

2. 開學啟航週，即由 9 月 1 日（星期二）起至 9 月 4 日（星期五)，全校學生上課時間為上午八

時十五分，放學時間將提前至中午十二時正。 

3. 為方便家長在學期初為學生準備個人照片，校方將於 9 月 3 日（星期四）安排攝影公司為學

生拍攝個人照片，費用為$10（12 張）。家長可隨意選購有關服務，詳情留意開課後有關通

知。 

4. 9 月 4 日(星期五）特約簿商會到校售賣校簿，簿單將於開學首天派發。 

5. 9 月 7 日(星期一) 為立法會選舉投票日翌日學校假期，學生不用回校上課。 

6. 2020-2022 年度學生午膳服務 

本校「學生午膳服務招標監察及批核委員會」根據公開招標及甄選程序，評審有關學生午膳

服務的投標書，結果「泛亞飲食有限公司」得分最高，「學生午膳服務招標監察及批核委員

會」一致通過挑選「泛亞飲食有限公司」作為 2020-2022 年度學生午膳服務承辦商，每個餐

款為 19 元。 

  



 

7. 2020-2023 年度校車服務 

(1)本校「校車服務招標監察及批核委員會」根據公開招標及甄選程序，評審有關校車服務

的投標書，結果「捷迅旅運有限公司」得分最高，「校車服務招標監察及批核委員會」一

致通過選擇「捷迅旅運有限公司」作為 2020-2023 年度校車服務承辦商。 

(2)下學年乘坐校車申請 

如欲申請 2020-2021 年度校車服務，請於學校網頁下載或到校索取「2020-2021 校車服務

申請表」。家長填妥申請表格後，聯同支票或[自動轉賬-直接付款授權書]一併自行寄回服

務承辦商。新生及插班生需於 7 月 22 日(星期三)或之前把申請表、支票及[自動轉賬-直接

付款授權書]寄回校車公司辦理乘坐校車申請手續。家長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聯絡捷迅旅

運有限公司，電話：2513 7811。 

(3)新校車公司每次收取兩個月車費，全年共收取5期(即於9月、11月、1月、3月及5月繳交車

費)，最後一期則為2個半月(即5月、6月及7月半個月)之車費。請參考以下校車收費 

例子： 

 

 

車站名 雙程每期車費 平均每月車費 單程每期車費 平均每月車費 全學年雙程車

費 

平均每月車費 

瑞益樓 $1360 $680 $1360 $680 $7140 $680 

 

 

以上事項，敬請家長垂注，並把本通告保留至新學年開始。 

 

請家長密切留意教育局、本校網頁所發佈的訊息，以了解最新安排。 

 

 

 

 
校長:___________________  

                                                                    (梁靜宜)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 

 

10.5 個月 上學及放學 兩個月 上學或放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