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長通告  PL-2021-013  

 

親愛的王中家長： 

 

中一至中六級校務 

 

  本函附件是關於新學年的重要資訊，敬請家長細閱後，簽署回條交班主任存檔。 

  

本函有以下附件： 

1. 提升學習之學校重要措施 

2. 提高警覺預防傳染病 

3. 颱風或暴雨期間之上學安全 

 

 

  祝 

生活愉快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校長  謝國駿  謹啟 

2020 年 9 月 29 日  

 

 

 回條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校長： 

 

  本人已細閱各附件，明白及了解其中內容並會配合校方辦理相關事務。 

 

家長簽署 ：  

日    期 ：  

學生姓名 ：  

班別(學號) ：  

 



附件一 

提升學習之學校重要措施 

 

（一）學校上課時間表 

1. 本校採用星期制，每天五節，每節一小時，以增加學生之學習時間及提高課堂教

學效能。 

 部分學生須上第六節，包括中四至中六修讀數學科(延伸部分)、體育選修科及航空

學(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上課時間為下午 3 時 35 分至 4 時 35 分。 

2. 如下午進行特別活動或因某種原因而實行「在家學習」，學校將採用特別上課時

間表，當天之五節課於上午完成，學生仍需帶齊當天之家課、書本、學生記事手

冊及文具上課。 

（二）加強每日學習常規 

1. 學生須按每天之上課時間表，執拾書包，帶齊家課、書本、學生記事手冊及文具

回校上課，以建立學生之良好學習習慣。   

2. 課業表現、小測/測驗/默書及「投入學習」將列入進展性評估(平時分)制度，以培

養學生之良好學習態度。 

（三）全校推行持續評核 

1. 中一至中五全年實施兩次總結性評估(考試)。 

2. 中六全年實施一次總結性評估(畢業考試)。 

3. 進展性評估(平時分)佔 40% , 總結性評估(考試)佔 60%。 

（四）中四至中六校本評核 

根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規定，本校中四至中六開設之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科目(包括：中

國語文、英國語文、通識教育、生物、物理、化學、資訊及通訊科技及視覺藝術 )， 

其評核模式包括公開考試及校本評核兩部份，學生須於學年內完成有關指定評核模式

之課業及活動。為確保校本評核能順利進行，敬請各中四至中六家長督促你們的子女

積極準備校本評核、準時出席校本評核之活動及遞交有關之課業習作。歡迎與有關科

任老師聯絡(電話：2382 0002)及參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校本評核資料(網址: 

www.hkeaa.edu.hk ) 

（五）Hero Site 王中學生學習平台 

本校的學習資訊已上載到 Hero Site，學生及家長可隨時到 Hero Site 查閱過往及最

新的學習資訊。 

（六）更新進展性評估準則 

為提升學生對學習的要求，讓學生了解自己的水平，從而認識改進的方向，本校由

2020-21 年度開始，於進展性評估(平時分)制度中，以「投入學習」代替「課堂表

現」，「投入學習」分為四個範疇，老師評估學生時會參照一套「評量指標」，家長

可細閱附表，認識評核的準則，以便協助你們的子女改善學習。 

 

http://www.hkeaa.edu.hk/


「投入學習」評量指標 

 「投入學習」評估範疇 

評級 評分 行為 
(課堂常規) 

課堂投入 準時提交家課 課堂外努力學習 
(對家課態度) 

IV 
傑出 

 

9-10 

有禮貌和合作，營造出

有意義的學習環境。 

 

良好課堂行為︰ 

 遵循老師的指導 

 遵守課室常規 

 尊重老師和同學 

 幫助老師教學和同

學學習 

 其他正面行為 

 在課堂中採取主動 

 總是願意嘗試 

 對學習負全責 

 完全集中，注意和

投入 

 盡力表現出色 

 家課總是按時完成

及交給老師 
 對家課負全責 

 課堂時間以外仍能

投入學習 

 延伸家課以外的課

業 

 

III 
非常好 

 

6-8 

没有無禮或不合作的行

為，對學習環境沒有負

面影響。 

 遵循老師的指導嘗

試具挑戰性的任務 

 在課堂上定期提問

或回應提問。 

 帶齊所需的書籍和

用品 

 大部分課堂都保持

集中、注意和投入 

 大部分家課準時完

成及交給老師 
 能完成大部份家課 

 符合預期目標 

 課時以外仍投入學

習 

II 

有潛力改善 
3-5 

在極少數情況下， 

學生做出無禮或不合作

的行為，會對學習環境

產生負面影響。 

 遵循老師的指導嘗

試具挑戰性的任

務，但遇到挫折時

會有負面的反應 

 得到提示的情況

下，才參與課堂討

論。 

 極少數情況下欠缺

課堂用品 

 在老師的指導下，

才能保持集中、注

意和投入 

 部分家課按時完成

及交給老師 
 家課的質量不一 

 往往未能符合預期

目標 

I 
必須改善 

1-2 

學生偶爾做出無禮或不

合作的行為，對學習環

境產生負面影響。 

 

 需要經常提醒才會

嘗試，特別是遇到

有挑戰性的任務。 

 即使得到提示，也

不願意為課堂討論

提出意見。 

 通常沒有準備好學

習和缺少正確的課

堂用品 

 經常無法在課程中

保持集中和注意 

 很少提交家課  提交的家課缺乏投

入和努力 

 



附件二 

提高警覺     預防傳染病 

 

1. 今年全球爆發新冠肺炎，香港疫情亦相當嚴峻。雖然現時有緩和跡象，但政府

及專家均呼籲市民切勿鬆懈，請家長提醒學生注意個人衛生及健康，做好防疫

措施。 

 

2. 根據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的公布，一些傳染病如人類豬型流感、流行性感冒、

水痘、諾如病毒(前稱諾沃克類病毒)及手足口病等不時於學校爆發。 

 

3. 學校在新學年開始前已全面清洗校園，學校亦會促請全校學生/教職員，注意個

人及學校環境衞生。所有人士進入校園，必須消毒雙手及量度體溫。 

 

4. 為保障學生健康，我們籲請各位家長除了保持家居清潔衞生，亦需要提醒學生

時刻保持個人及校園環境衞生，包括以下的要點： 

 如子女有腹瀉、嘔吐及皮疹病徵，應儘快求醫；如有發熱、喉嚨痛、咳嗽或

類流感徵狀，必須立即戴上口罩和儘早到指定流感診所求診，且須通知學校

及留在家中休息，按照醫生的病假指示或直至徵狀消失及退燒後至少兩天

(以較長者為準)才可回校。 

 如子女有不適或需留院觀察，需立即通知學校。 

 與學校合作，將患病子女從學校接走，並即時求診。 

 為子女提供手帕或紙巾，並提醒子女不應與他人共用毛巾或紙巾。 

 提醒子女保持雙手清潔，打噴嚏或咳嗽時應掩著口鼻及妥善棄置用過的紙

巾。 

 

5. 若有學生因病缺課，學校會盡量為該等學生提供學習支援，使他們不會因缺課

影響日後學習進度。 

 

6. 我們再次籲請各位家長通力合作，保持家居清潔衞生，時刻提醒你們的子女注

意個人衞生，做好一切預防傳染病的措施。 



附件三  
 

颱風或暴雨期間之上學安全 
 

  為保障學生之安全，本校設有颱風暴雨應變委員會，由有關人員在颱風或暴雨襲港

期間，照顧返抵學校學生之安全。請注意以下各點： 
 

1. 請隨時留意電台／電視台之天氣報告。若天文台掛起風球或發出雷暴／暴雨警告

訊號，應特別留意你的子女上學是否安全。 

2. 通常在懸掛八號風球，或發出紅色／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時，學生不必回校上課。 

你的子女應留意早上六、七時之間電台／電視台所發出之天氣報告及教育局發出

之公佈。 

3. 若因天氣惡劣，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則該天本校一切活動，包括上課、考試、

測驗等將臨時取消，日後再作安排。（風雨之後，復課當日之考試、測驗照原定

時間表進行，相關資訊會在本校網頁公佈。） 

4. 如有學生在紅／黑雨訊號懸掛期間返抵本校，本校將有教職員照顧返抵學校的學

生，並於適當時候妥善地安排學生返家。 

5. 上課時間內如教育局公佈因颱風逼近而須立即停課，校方將確保學生留在學校，

直至可作出安全及合適的安排，在適當時候讓學生返家為止。如天文台在上課時

間內發出紅／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學校將繼續上課，直至正常下課時間而學生可

安全返家為止。 

6. 初中學生年紀較小，如遇天氣惡劣，最好由家長親自接送。 
 

  家長可瀏覽本校網頁 http://www.lstwcm.edu.hk，以知悉校方最新安排。本校希

望以上之安排能保障你的子女之安全，並得家長充分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