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塘官立小學(秀明道) 

2020-2021年度 

 附件一 

九月份學生事務的各項安排 

 

(一)  購買課本、補充練習及簿冊 

1. 學校將安排一至六年級的家長分班於9月10日、11日及12日到校購買課本、補充

練習及學生簿冊。二至六年級的書單已於6月24日派發，而一至六年級的家長請

參閱稍後發放的「各級補充價單」及「各級簿冊價單」。至於各班家長到校購

買的安排，將於稍後透過家校通訊平台(School App)發放。 

2. 購買課本及補充預先繳費注意事項 

 購買整套課本或補充，書商只收取7-eleven的收據及支票 (請在支票背面

寫上學生姓名、班別及聯絡電話)，不收現金。請家長預先到7-eleven繳費，

並拍照或影印作紀錄。如有遺失收據，家長需自行到7-eleven取回收據副

本以茲證明。 

 若未能在指定日子到校購買課本或補充練習，請家長自行到建興書局有限

公司門市部或其他書局購買，不設預留課本。 

3. 購買簿冊繳費注意事項 

 繳付簿費方法：簿商可收取現金(不設找續)及支票(請在支票背面寫上學

生姓名、班別及聯絡電話)。 

 不設購買散簿，簿單上簿冊的數量有可能全年使用，若簿冊不敷應用，家

長可使用上學年剩餘的簿冊，但必須購買學生手冊及家課冊在新學年使用。 

4. 購買書簿當天，家長需自備足夠的購物袋，如需要膠袋，每個收取港幣5毫，不

設找續。 

5. 如有任何關於購買課本或簿冊的查詢，可聯絡以下承辦商： 

 建興書局有限公司：2676 1212 

 文英印刷製簿：9668 1042 

 
(二)  學生資助計劃 

1. 學生資助辦事處已於本年八月或之前以郵寄方式通知各成功申請 「學生資助

計劃綜合申請」的 「資格證明書」予申請人，各成功的申請人於購買書簿當

天，把「資格證明書」交回學校彙集，再由本校轉交「學生資助辦事處」辦理。 

2. 若家長在購書日之後才收到「資格證明書」，請盡快把證明書交回本校辦事處。

若在10月21日後才交回證明書，學資處有可能不會發放書簿津貼。 

3. 若家長從沒有申請上述資助計劃，或上年度沒有獲得上述資助的家庭，家長可

於購買書簿當天向學校索取「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表格」，也可向各區民政

事 務 處 / 學 生 資 助 處 索 取 申 請 表 格 或 在 該 處 網 頁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forms/form.htm)  下載相關表格。家

長須填妥所有表格，連同所需身份證明文件及收入證明，自行交回/寄回「學

生資助辦事處」。 

4. 若未能在購書日到校索取申請表，家長可在 9月 14日或 15日到本校辦事處索

取。 
5. 如有任何關於「學生資助計劃」的查詢，請致電 2802 2345/ 電郵 : 

wg_sfo@wfsfaa.gov.hk 聯絡學生資助辦事處。 

https://www.wfsfaa.gov.hk/sfo/tc/forms/form.htm
mailto:wg_sfo@wfsfaa.gov.hk


 

(三)  合併申請「學生健康服務及學童牙科保健服務」 

1. 衞生署推行「學生健康服務」，目的是促進及保持學童的身心健康，提供保健及

預防疾病的綜合服務。參加學生會接受每年一次的體格檢查、健康評估、個別

輔導及健康教育活動等。如學童符合資格，則費用全免，詳情請參閱稍後派發

的表格附錄 ⎯〈核實符合資格者身份指引〉。 

2. 衞生署推行「學童牙科保健服務」，為全港小學學童提供牙齒護理及牙科醫療服

務，包括檢查口腔、牙齒，清潔牙齒及補牙脫牙，並提供有限度的牙齒矯正服

務 (須視乎個別情況而定)，使學童養成保持口腔衞生的良好習慣，防止牙患形

成。如學童符合資格，每年須繳交 30 元，詳情請參閱稍後派發的表格附錄 ⎯

〈核實符合資格者身份指引〉。 

3. 家長須於購買書簿當天到學校索取「合併申請表及同意書」，填妥申請表後連同

港幣 30 元一併在指定日期交回學校，學校稍後會透過家校通訊平台(School 

App)發放有關交表安排。 

4. 若未能在購書日到校索取「合併申請表及同意書」，家長可在 9 月 14日或 15日

到本校辦事處索取申請表。 

5. 家長如對以上服務有任何查詢，請聯絡以下辦事處： 

 學生健康服務：3163 4646 

 學童牙科保健服務：3163 4530 

 

(四)  午膳事宜 

學生在9月份不須回校上課，有關午膳的安排及在校免費午膳的申請會待教育局

宣佈回校上課，學校便會公佈詳情，而上年度的餘款將會繼續順延至全日上課為

止。 

 

(五)  拍攝學生證件相 

學校會在回校上課後安排攝影公司為學生拍攝學生證件相，家長亦可自行到其他

攝影公司為子女拍攝，學生證件相的尺吋為2吋 x 1½吋，請家長留意。 

 
(六)  訂購冬季校服 

家長須自行到校服承辦商潤景泰服飾有限公司門市部訂購冬季校服，有關訂購安
排及訂購表格，學校會於9月下旬透過家校通訊平台(School App)發放。 

 
(七)  校車事宜 

1. 學校接獲校車公司通知有關 9 月校車收費初步安排如下： 

 若教育局宣布9月15日或以前恢復面授課堂，當月車費將以全期收取。 

 若教育局宣布9月16日或以後恢復面授課堂，當月車費會以半期收取，尚餘

的半期車費，將安排至下月扣除。 

 若9月份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已邀交的9月份車費將延至恢復面授課堂的首

月扣減。如扣減後仍有餘额，將安排至下月扣除。 

 所有已預邀之車費不設退款。 

2. 校車公司將於教育局宣布恢復面授課堂之前一星期開始通知家長有關上落車

時間之安排。 

 



                  觀塘官立小學（秀明道）             附件(二) 

                訓輔及學生健康安全注意事項 

甲.個人防疫 

1. 在疫情期間，學生應儘可能留在家中，請家長妥善照顧子女，加倍注意

環境及個人衞生，外出佩戴口罩，避免讓子女到人多擠迫的地方，減少

感染疾病風險。 

2. 家長請留意學生的健康情況，如出現發燒(口探攝氏 37.5度/耳探攝氏 38

度)、嘔吐、肚瀉、頭痛、乏力、失去嗅覺或味覺徵狀、或出現上呼吸道

感染(流鼻水、咳嗽、喉嚨痛)等症狀，請盡快安排學生求醫；如學生或

家人(包括密切接觸者)曾離港，密切留意 14天觀察期。 

乙.個人健康申報 

1.如家長(包括密切接觸者)或學生有需要進入學校，請參照附件(三)《離港

及健康狀況申報表》內容，向學校申報健康狀況。如學生或家人(包括密

切接觸者)確診新型冠狀病毒、其他傳染疾病或需要隔離安排醫學監察，

家長必須按衞生署指引向校方呈報。 

2.如有以下情況，家長(包括密切接觸者)或學生請勿進入學校: 

- 如證實患上 2019冠狀病毒病，仍在接受治療期間。 

- 如被界定為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仍接受強制檢疫期間。 

- 如接受檢疫和/或醫學監察並出現發燒或呼吸道感染症狀時須盡快告知

校方。 

- 證實患上 2019冠狀病毒病並已痊癒，如仍在強制隔離的 14天內。 

- 如出現身體不適情況，包括發燒、嘔吐、肚瀉、頭痛、乏力、失去嗅覺

或味覺徵狀、或出現上呼吸道感染(流鼻水、咳嗽、喉嚨痛)等症狀。 

3.家長及學生抵校時，必須配戴口罩，並需經體溫測檢及利用消毒搓手液清

潔雙手。 



丙.學校防疫及衞生措施 

1.學校於停課期間已加強防疫措施，確保環境清潔衛生，任何人士進入校

園必須佩戴口罩、探溫、消毒雙手及作健康申報。 

 

2.學校已在 8 月下旬安排生物科技公司到校，噴灑由科技大學研發的新型

多層次殺菌塗層，為全校進行消毒，有關塗層已獲證實能殺滅新型冠狀

病毒，及不傷害人體。此外，學校早於去年開始，已聘請技術公司用光

觸媒技術逐步為學校進行消毒處理。 

 

3. 學校在各課室、不同場地及設施如門鐘、門把、樓梯扶手、升降機、座

椅等，會定時作清潔消毒安排。 

4. 為預防蚊患，學校會定期聘請滅蚊公司進行全校性的滅蚊工作，以預防

蚊子滋生。家長亦可安排學生使用防蚊用品，以加強防蚊的功效。 

5. 新學年在家學習期間，若家長欲安排子女回校，請先致電學校，以便作

安排。出門前，請家長在家為子女量度體溫及留意健康申報情況。學生

在出門前必須戴上口罩，並準備額外口罩在有需要時作替換。家長必須

親自接送子女返校及離校，並請帶備課本自修及按需要自備午膳。已登

記學生將安排到課室進行自修。 

6. 稍後校方將會透過學校通訊平台發放統計表予家長以了解學生離返港及

健康情況，多謝家長配合校方完成有關統計。 

丁.恆常訓育注意事項 

   1.天氣惡劣及停課安排 

- 根據教育局指引，家長須留意颱風警告及暴雨警告系統及因道路、斜坡

和交通情況引致個別學校停課安排等，詳情見手冊第 9頁及第 10頁「惡

劣天氣返校放學安排」。 

 

 

 



 2.校服儀容: 

- 為培養學生整潔及守規的美德，請家長經常留意子女的個人衞生，並

適時修剪頭髮及指甲，每日必須穿着整齊校服上課，不可配戴飾物。

有關校服及運動服式樣要求，請參閱學生手冊第 5頁。    

- 穿著運動服安排:體育課當日、逢星期五(配合早操及課外活動課) 、 

須穿着運動服上課的學藝班、其他特別學校活動日(屆時將另行通知) 

及學校校隊代表於訓練日或比賽日可按老師要求穿著學校校隊團服回

校 。 

3.請假及早退手續 

- 學生因病請假，家長必須於當天上課前親自致電通知校方，並須填寫

學生手冊第 14頁及 15頁「學生手冊請假」，於復課後交回班主任簽閱。  

- 學生請假三天或以上，請聯絡班主任及致函校長並附醫生紙或其他證

明文件，以茲批核。   

- 學生早退，家長須於事前填寫學生手冊第 24頁及 25頁「家庭與學校

通訊」通知班主任及致電學校，並必須由家長到校接領學生及於校務

處辦理有關手續，學生將由工友帶至校務處，但執拾書包及寫家課冊

等需 時約十五分鐘，請家長耐心等候。   

- 學生須養成勤學守責的良好品德，不應無故缺席或請假。若有特殊情

況，請致函校長申請。    

4.學童參與體育課及課外活動健康申報 

- 為了清楚學生的健康狀況，請家長將子女的健康狀況填寫於附件(四) 

「學童參與體育課及課外活動健康申報表」及學生手冊內第13頁「學

童參與體育課及課外活動健康申報」的表格內。如學生有特別關顧需

要，可致電聯絡主任，以便學校作有關安排。 

 

 

 

 



5.學生健康事宜 

- 衞生防護中心呼籲各位家長及學生提高防疫警覺，加緊注意個人、食

物及環境衞生，預防各種常見傳染病的傳播。如有身體不適，請立刻

求醫並留家休息。有關學童常見的傳染病，詳情見手冊第 6頁「衞生

署建議---常見學童傳染病的病假建議」。 

- 醫管局由 2017 年 6 月 18 日起，實施急症室服務收費，每人每次到

急症室求診須繳付費用 港幣 180 元，學生亦不能豁免。故學生如在

上課時間因意外受傷或急病須送往急症室治 理，有關費用須由家長支

付。校方先致電家長商討送院安排，一般情況下，救護車將傷病 患者

送往學校就近之聯合醫院急症室。 

6.金錢、玩具、貴重或有危險性物品  

- 學生切勿無故攜帶大量金錢或貴重物品返校，以免遺失。何玩具及有

危險性或攻擊性的物品，絕對禁止攜帶回校。    

    7.手提電話處理 

- 學生不應攜帶手提電話回校，如有特別需要，必須以書面向校方申 

請，待校方簽批後，由班主任通知學生，學生必須於回校後交校務處

保管，電話必須關上 及貼上學生姓名及班別。第一輪放學，學生可到

圖書館領回電話；第二輪放學，學生可到 校務處領回電話。 

 

 

 

備註:有關其他恆常訓育秩序措施，包括返放學等安排將於正式返學上課前

再行通知。 

 

    



 

附件(三) 

觀塘官立小學（秀明道） 
 

離港及健康狀況申報表 

 

 

請填妥下列表格交回學校 (在適當方格上加上「」號）。 

 

甲部 ─14 天內離港紀錄 
 

本人在最近 14 天內沒有離開香港 
 

本人在最近 14 天曾到訪香港境外的國家／地區 
 
離港時期：由 2020 年___ 月___日(離港日期) 至 月   日(抵港日期) 
 
外遊地點（請列明國家及城市）：   
 

乙部 ─是否曾經確診 
 

本人沒有證實患上「2019 冠狀病毒病」。 
 

本人曾證實患上「2019 冠狀病毒病」，並已痊癒。 

 留院日期：由 月  日 至  月 日 
 
丙部 ─與同住的人士的健康情況 
 

本人與其同住的人士均沒有證實患上「2019 冠狀病毒病」。 
 

本人與其同住的人士中，有證實患上「2019 冠狀病毒病」，現已經痊癒／仍留院醫治/
出院進行藥物治療 (請刪去不適用者)。 
 
該患者和本人的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或與同住的人士中，曾被衞生署界定為 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
者」。 

 
丁部 ─ 本人的健康狀況 
 

本人沒有發燒、咳嗽、氣促、呼吸困難或咽喉痛或失去嗅覺或味覺等上呼吸道病

徵。 

 

 
 

申報人簽署 : 
 

 
申報人姓名（正楷） : 

 

 
日期 : 

 

 
註：「密切接觸者」一般指曾經照顧患者、與患者共同居住或曾經接觸過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和體液的人士。 



 附件(四) 
觀塘官立小學(秀明道) 

2020-2021年度                                        

學童參與體育課及課外活動健康申報表 
 

請家長填寫以下資料: 

1. □ 健康正常，適宜參與體育活動及課外活動。 

2. □ 患有_______________，不適宜參與體育活動及課外活動。 

3. □ 患下列疾病，但仍然適宜參與體育活動及課外活動。  
4. 如學生曾患有以下疾病，亦請在適當的方格內註明「X」記號及

列出詳情，以便學校參考處理。如有需要，家長須依照或可徵

詢醫生意見作以上選擇。 

 
 

 

*以上資料必須與學生手冊第13頁「學童參與體育課及課外活動健康申報」的內

容相同。 

 

(    )班學生_______________(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二零二零年   月   日 

  患病時年齡 疾病資料 

 六璘酸葡萄糖脫氫配素缺乏症   
 哮喘   
 羊癇   
 高熱引致抽搐   
 腎病   
 心臟病   
 糖尿病   
 聽覺不健全   
 血友病   
 貧血   
 其他血病   
 藥物敏感   
 疫苗敏感／食物敏感   
 其他敏感   
 肺結核   
 小手術   
 大手術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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