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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2022 - 2023年度第90號通告 

有關「恢復全日制上課」事宜 

各位家長： 

  請細閱下列恢復全日制有關事項並作緊密配合，多謝合作。                                                                                                    

項目 名  稱 要        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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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有關「聖

誕、新年假

期及農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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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五)至 1 月 31 日(星期二)為農曆新年假期。 

3.  有關全日制
「上學進校」
及「遲到」 

事宜 

- 進校時間為上午 7:30 - 8:15(如學生於上午 8:00-8:15 回校，到校後可直接進
入課室。)(見附件一) 

- 由家長帶領或自行返校的學生進入校園方法(見附件二)。 

- 乘校車或保姆車：學生由學校側門(東院道)進校，於禮堂集隊等候至上午
8:00 開始上課室。 

- 請各位家長協助學生養成守時之習慣，並督促子女在上午 8:15 前回校，否
則作遲到論。遲到學生請由正門(東院道)進校。 

- 遲到學生必須到校務處，在當值職員指導下自行填寫「學生遲返學校紀錄
冊」以記錄學生到校時間及原因，校務處職員會在遲到學生的家課日誌上
蓋上遲到印章，有關資料將會記錄在成績表內。家長只可送學生到學校大
堂校務處外，不得進入校內其他範圍。希望各位家長能本着家校合作的精

神，培養你的子女成為一個負責任、守時的好公民。 
- 校門外之嘉寧徑路面狹窄，易生危險，學校對面的何東中學亦不適宜逗留

等候，故懇請各位家長提醒學生於上午 7:30 後（星期一至五）才抵校進入
校園。 

4.  有關「校車服

務」事宜 

- 請所有乘搭校車的學生及家長閱讀有關教育局網頁內學童乘搭校車安全指

引，並加遵守。 

- 請各家長提醒你的子女在等候乘搭校車回校時，注意個人安全，切勿在公眾

地方玩耍、奔跑及追逐，以免影響他人及危害自身安全。 

- 學生放學時如因事未能乘搭校車，家長必須提早以書面通知或交回「不乘搭

校車便條」(見第18頁)給班主任，切勿未預先通知而臨時更改放學方式。 

- 家長應於5至10分鐘前到達編定車站接送子弟。 

- 若有乘搭校車的學生經常不守秩序，危害他人安全，而又屢勸不改，校方或

校車公司有權暫停該生乘搭校車。 

5.  有關「一至六
年級放學辦
法」事宜 

有關「一至六年級放學辦法」事宜，詳情見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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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關「穿著校
服」事宜 

-  請各位家長督促你的子女按冬季校服式樣，穿着整齊校服回校。 

-  星期五有課外活動課，為方便活動，全校學生須穿著運動服回校。 

7.  有關「全日制

課節安排」 

事宜 

- 在全日制的課堂安排下，校方會安排一節功課輔導課(星期五除外)。 

- 多元智能課安排於星期三第九節進行，倘若當天沒有多元智能課，學生會

進行功課輔導。 

- 隨通告附上全日制上課時間表，請張貼在家課日誌。1 月起依全日制時間表

課堂安排上課。 

8.  有關「減輕學

生的書包重

量」事宜 

為減輕學生書包的重量，請同學養成每天收拾書包的習慣，需每天使用而又不

需拿回家溫習的物品，用環保袋袋好放在學生座位的抽屜內。同學可按照課堂

需要，帶所需的課本回校。有關詳情請細閱「減輕學童書包重量」的建議，歡

迎瀏覽教育局網頁:http://www.edb.gov.hk/pere 或掃瞄下方的二維碼。 

 

9.  有關「全日制
午膳」事宜 

1. 午膳時間為下午 12 時 30 分至 下午 1 時 30 分。 

2. 本學年午膳供應商為泛亞飲食有限公司–活力午餐。 

3. 學生可選擇以下午膳方式，請家長填寫回條，並交回班主任。 

3.1 自備午餐 

3.2 家人送餐到校 (12:00 - 12:15 嘉寧徑大閘門) 

3.2.1 飯壺有名牌(中文名及班別) 

3.2.2 自備餐具 

3.2.3 盡量不要帶湯水 

3.2.4 飯餸不要過熱放在飯壺內 

3.3 透過學校向上述午膳供應商預訂午餐 

4. 如學生的疫苗通行証變成「黃碼」或成為密切接觸者，請盡早告知班主
任，以便安排學生前往視藝室進行午膳。 

5. 家長教師會贈送全校學生防飛沫板一塊，供學生進食時使用。 

6. 稍後時間將於 Teams 發放影片，講述全日制午膳詳細情況。 

 

透過學校向午膳供應商訂購午膳注意事項： 

1. 訂購「活力午餐」所供應的午膳與否，全是家長的自由決定。 

2. 每個餐款 20 元 5 角。 

3. 每星期供應 3 次原個水果。 

4. 午膳公司會給首次訂餐之學生提供環保餐具及膠餐盤，學生亦可自備餐
具。(逢星期五帶回家清洗) 

5. 每月的餐單會於之前一個月的首兩周派發， 1-2 月份的餐單會隨通告派
發，請於 12 月 12 日交回班主任。 

6. 訂購午膳之家長於指定日期內可透過支票、OK 便利店、7-11 便利店或繳 

費靈繳付後，請將收據釘在餐單上，並把收據連餐單一起交回班主任。 

(所有由上述機構徵收之行政費用均由「泛亞飲食有限公司–活力午餐」負
責) 

7. 請在支票或繳費收據背面填寫學校名稱、姓名、班別、學號及聯絡電話，
方便核對及統計。 

8. 如有需要，請家長自行影印收據保存，以作日後證明及跟進。 

9. 如學生對某些食物敏感，請自行在餐單上方指定位置註明或告知班主任， 

以便供應商能作出配合。 

10. 學生如需退飯，請家長於當天早上 8:00-9:30 自行致電 2147 7063 登記，否
則不獲退款。有關退款會在次月餐單的付費銀碼中扣除。 

11. 獲發關愛基金午膳津貼的學生，如需退餐，家長必須於當天早上 8:30 至
9:30 自行致電供應商取消已訂購的餐盒，以免造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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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關「全日制

課後學藝班及

校隊訓練進行

時間及地點」 

事宜 

全日制課後學藝班及校隊訓練進行時間及地點詳見附件四，而上課日期請參閱

負責老師早前派發通函內容，如有任何問題可致電學校與負責老師聯絡。 

 

11.  有關「木笛訓

練班及管弦樂

團訓練班」上

課時間事宜 

為適應全日制上課安排，木笛訓練班及管弦樂團訓練班作以下安排：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上課形式 備註 

 

管弦樂

團訓練

班 

12/1/2023 

(星期四) 

基礎班 

下午 3:25-4:25 

進階班 

深造班 

下午 3:25-5:30 

面授 ⚫ 按正常時間表上課 

⚫ 注意放學時間 

⚫ 不設校車服務 

⚫ 敬請家長安排子女

接送放學 

木笛訓

練班 

16/1/2023  

(星期一)  

下午 1:15-2:05 面授 ⚫ 按時間表正常上課

及放學 

恢復全日制上課後，木笛訓練班及管弦樂團訓練班上課時間安排如下： 

A. 管弦樂團訓練班：  

⚫ 基礎班：(逢星期四)(下午 3:25-4:25) 

⚫ 進階班及深造班：(逢星期四) (下午 3:25-5:30) 

B. 木笛訓練班：(逢星期一) (下午 1:15-2:05) 
 
下學期上課日期將於稍後時間公布 

煩請家長保留此通告，以作日後參考之用。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勞佩珊校長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九日 

 

------------------------------------------------------------------------------------------------------- 
                         

回  條 (2022 - 2023 年度第 90 號通告)            班號：         
 

本人已知悉第90號通告中共11項內容及所有附件內容，並就全日制午膳我的子女選擇以下午膳方式： 

 

1. □ 自備午餐； 

2. □ 家人送餐；  

3. □ 透過學校向午膳供應商訂購午膳。                   

(*請在適合的□加✓)      

 

                   年級     班學生               

                                       

               家長簽署：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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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3                                                                         附件一 
 

 

（一） 上課時間： 

 本校回復全日上課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8:15 - 下午 3:15) （校車離校時間約為 3 時 30 分） 

（二） 放學時間︰  

 全校統一放學時間︰下午 3:15 

（三） 進入校園方法︰ 

 (1) 由家長帶領或自行返校的學生進入校園方法(見附件二) 

(2) 乘搭校車的學生，請由學校側門(東院道)進校，於禮堂集隊等候至上午 8:00

開始上課室。 

(3) 敬請注意︰ 

  a.  嘉寧徑屬單程私家路，路面非常狹窄，本校大部份學生家長均需 使用嘉

寧徑往返校園，因此，如家長需使用私家車接送子女，為 閣下子女及

其他學生及道路使用者安全著想，請避免使用嘉寧徑。 

  b.  東院道近學校正門為單線雙程行車道，學校正門較前之位置(即何東中學

停車位及行人路旁)於返放學時段將用作校車停泊及校車生上落處。請各

接送本校學生之駕駛人士於返放學時段避免阻礙校車之正常運作，多謝

合作。 

c.  各家長應提醒孩子切勿在校外流連，放學後盡快回家，各同學在校外如

街道上、商店或各種交通工具上應保持應有的禮儀，切勿互相追逐、玩

耍或喧嘩，期望各位同學均能成為本校的禮貌大使。 

（四） 放學方法︰  

 請參閱附件二及附件二的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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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3                        學生進入校園方法                              附件二                         

(一) 上學方法︰ 

年級 上午7:30至8:00 
 

上午8:00至8:15 
 

一至三年級 
 

學生由大閘門(嘉寧徑)進校，於禮堂集隊等

候至上午8:00開始上課室  
 

學生由大閘門(嘉寧徑) 

進校，直上課室  
 

四至六年級 
 

學生由大閘門(嘉寧徑)進校，於禮堂集隊等

候至上午8:00開始上課室  
 

學生由後門(嘉寧徑) 

進校，直上課室  
 

如遇雨天上學的日子，學生除了按上述的方法進入校園外，也可於上午 8:00 後使用東院道正門或

側門進校，直上課室。 

 

附圖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學校位置圖 

 

 

 

 

 

 

 

 

 

 

 

 

 

 

 

 

 

 

 

 

 

 

 

 

 

地址︰香港銅鑼灣東院道 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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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5                   附件三 

                      有關「一至六年級放學辦法」事宜                       
 
 

 (甲)  一至三年級晴天放學辦法如下︰ 

乘搭校車 乘搭校車的學生於禮堂依校車線排隊，由教師及校車保姆負責看管，從側門(東院
道)上校車。(當天不乘搭校車學生亦於禮堂等候家長接回) 

等候兄弟姊妹 等候同校兄弟姊妹的學生在操場後方排隊，匯同就讀本校的兄弟姊妹後，一同等

候家長接回或自行由大閘門(嘉寧徑)離校。 

等候家長 一至三年級等候家長的學生在操場列隊。家長從大閘門(嘉寧徑)進入學校，在指

定的家長等候區等候，接到子女後，亦由大閘門(嘉寧徑)離校。如遇雨天，學生

會留在課室等候，請家長從大閘門(嘉寧徑)進入學校，沿A梯靠左直接往課室接子

女，接到子女後亦由大閘門(嘉寧徑)離校。(務請各家長合作在放學後十五分鐘內
接回子女。) 

    
(乙)  四至六年級晴天放學辦法如下︰ 

1. 乘搭校車、保姆車或當天不乘搭校車的四至六年級學生，候車位置及離校方法與一至三年級學生相同。 

2. 等候同校兄弟姊妹的學生在操場後方排隊，匯同就讀本校的兄弟姊妹後，一同等候家長接回或自行由大
閘門(嘉寧徑)離校。 

3. 四年級自行放學或等候家長的學生由正門(東院道)離校，五年級自行放學或等候家長的學生由正門附近

的校門(東院道)離校，六年級自行放學或等候家長的學生於後門(嘉寧徑)離校，如家長未到達，有關學生

須返回校園內等候家長。 

4. 為你的子女安全著想，務請接學生放學的家長準時於校外等候，以免學生在校久候，產生惶恐。 

(丙) 學生必須依照校方編排的路線及校門放學。 

(丁) 乘搭校車學生因事不乘搭校車辦法︰ 

1. 家長須事先以書面或填寫「不乘搭校車便條」通知校方及校車公司，並告知你的子女有關安排，你的子

 女將以下列方式離校︰ 

a. 等候家長接回的學生於禮堂等候，再於大閘門(嘉寧徑)離開。 

b. 四至六年級自行離校學生︰四年級學生於正門(東院道)離開，五年級學生於正門附近的校門(東院道)

離開，六年級學生於後門(嘉寧徑)離開。 

2. 家長未有事先通知，臨時到校接回乘搭校車學生，請家長預早到大閘門(嘉寧徑)入口處的流動車填妥「不

 乘搭校車便條」交回職員，並於禮堂等候接回學生。 

(戊) 一至三年級雨天放學辦法如下︰ 

1. 乘搭校車 

 乘搭校車學生留在課室等候，校車車長將到達課室，帶領乘搭校車的學生經B梯到禮堂集隊。 

2. 等候兄姊(只適用於兄姊就讀於本校四至六年級) 

 有關學生留在課室，他們的兄姊亦留在其課室一同等候家長接回，或由兄姊並帶領他們經B梯到禮堂集隊
(自行放學)，再於大閘門(嘉寧徑)離開校園。 

3. 等候家長 

 學生留在課室等候家長，直至家長到課室接回子女。家長經大閘門(嘉寧徑)進入校園，使用A梯到一至三
年級課室接回子女後，再使用B梯經大閘門離開校園。 

(己) 四至六年級雨天放學辦法如下︰ 

1. 放學路線及方法與晴天方法相同。 

2. 如有弟妹就讀本校一至三年級，有關學生必須於通知隨堂老師後，前往他們弟妹的課室一同等候家長接

回，或帶領弟妹經B梯到禮堂集隊，一同由大閘門(嘉寧徑)自行離開校園(自行放學)。如家長未到，有關

學生須於校園內等候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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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0                           附件四 

 

校方在恢復全日制上課後，有關課後學藝班及校隊訓練進行時間及地點如下表，而上課日期請參閱

負責老師早前派發通函內容，如有任何問題可致電學校與負責老師聯絡。 

 
 名稱 星期 時間 地點 負責老師 

1 木笛班基礎訓練班 

指定星期一 

1:15p.m.-2:00p.m 
學校 B 座音樂室 

張美珊 
2 木笛班進階訓練班 學校 C 座音樂室 

3 奧數班 A 
3:15p.m.-4:15p.m. 

6P 課室 
陳嘉琪 

4 奧數班 B 6S 課室 

5 花式跳繩校隊 3:30p.m.-5:00p.m 學校禮堂 陳雪瑩 

6 升旗隊 3:15p.m.-4:15p.m. 學校禮堂/操場 謝沛豪 

7 
田徑校隊 指定星期一、

四 
7:40a.m.-8:10a.m. 

學校操場/ 

銅鑼灣運動場 
謝沛豪 

8 中文話劇班 

指定星期二 

3:15p.m.-4:45p.m.  

2 月份課堂： 

學校電腦室(網上) 
楊莉莉/ 

周瑞蓮 
學校 B 座音樂室 

9 英文話劇班 
3:15p.m.-4:45p.m. 

2 月份課堂： 

6G 課室(網上) 歐佩珊 

3:30p.m.-5:00p.m. 學校 C 座音樂室 

10 羽毛球校隊 3:15p.m.- 5:00p.m. 
港灣道體育館/ 

學校禮堂 
羅嘉懋 

11 游泳校隊 
指定星期二、

四 
4:00p.m.-6:00p.m. 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 劉映彤 

12 小提琴基礎班 

指定星期四 

3:25 p.m.--4:30 p.m. 

3P 及 3G 課室 

鄧安渟 
13 長笛基礎班 2S 課室 

14 敲擊基礎班 2R 課室 

15 小號及圓號基礎班 2H 課室 

16 管弦樂團深造班 學校禮堂/2G、3S 課室 薛慰苗 

17 小提琴進階班 

3:30 p.m.--5:30 p.m. 

3R 課室 

鄧安渟 

18 長笛進階班 2P 課室 

19 小提琴深造預備班 3R 課室 

20 小提琴深造班 3P 及 3G 課室 

21 大提琴深造班 3H 課室 

22 長笛深造班 2P 課室 

23 單簧管深造預備班 2G 課室 

24 單簧管深造班 2S 課室 

25 小號及圓號深造班 2H 課室 

26 敲擊深造預備班 2R 課室 

27 管弦樂團進階班 學校禮堂/3S 課室 薛慰苗 

28 STEAM 興趣班 

指定星期五 

3:15p.m.-4:15p.m. 4P 課室 吳建業 

29 乒乓球校隊 4:00p.m.-5:30p.m. 乒乓世界 陳樹華 

30 西方舞校隊 3:30p.m.-5:00p.m. 學校禮堂 林少雁 

31 STEAM 校隊 3:15p.m.-4:45p.m. 學校電腦室 羅嘉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