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長通告  PL-2021-002 

 
親愛的王中家長： 
 

中二級校務 
 

感恩在疫情放緩下，師生終於可以回到校園繼續學習生活。在此祝願大家身心壯健。新學年
開始的事務頗多，為方便家長知悉及處理，本校特發出本函及附件。敬請家長細閱後簽署回條，
著你的子女交班主任存檔。以下安排敬請留意： 
 
一、復課後學校實施特別時間表。各級學生於上午 8 時 05 分前返回課室，下午 1 時 05 分放
學，按教育局指引，學校將避免於下午進行學生活動，所有同學應放學後盡快回家。至於恢復
全日上課之日期，請留意教育局及校方宣布。 
 
二、學生每天出門前須量度體温，若發燒或身體不適，應留家休息請勿回校。學生須戴口罩及
自備消毒酒精。抵校後，校方會再為學生量度體温，體温正常者方可進入校園。若體温異常，
則需請家長到校接走子女，以策萬全。 
 
三、每位學生已收到新版之《學生手冊》，此書詳述學校對學生之期望、校園生活注意事項及
校規，請家長與子女共同閱讀，並督促子女遵守各項規則。 
 
四、中一中二學生留校午膳計劃暫停執行，當有確實執行日期時，將派發家長信交代詳情。 
 
五、全校學生證件相拍照安排：校方委託專業攝影公司於 10 月 8 日到校為師生拍攝個人證件
相，學生儀表應整齊樸素，須穿著夏季校服（如有需要另攜體育服回校更換）。學生可自由訂
購個人證件相(1.5X2 吋)，收費為$15(1 打)、$25(2 打)。請自攜輔幣，不設找贖。 
 
隨函有以下附件，敬希細閱： 
1. 學校防疫安排注意事項 
2. 加強家校合作溝通 
3. 關於辦理早退及請假手續要點 

4. 學生不應攜帶與課堂學習無關物品回校 
5. 學生人身意外保險 
6. 各級繳費總表 

 
祝 

生活愉快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校長  謝國駿  謹啟 
2020 年 9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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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學校防疫安排注意事項 
 

1. 學生回校時須佩戴口罩，從正門大堂進入校園，消毒雙手、經紅外線體温探測儀量度體

温。如超標者，會由教職員以額探或耳探覆檢，耳探達 38.0℃或以上者即屬發燒，校務

處會致電家長接走子女求診。 
 

2. 開學前學校已全面清潔校舍並消毒，並已促請全校教職員、小賣部人員加強衞生防疫措

施，確保個人及學校環境衞生。此外，學校也要求所有服務學生的員工每天回校前量度

體温。任何教職員如有發燒，均不可回校。 

 

3. 學校會盡力保持校園衞生及保障學生的健康，希望學生能在安全的環境下，逐漸回復正

常的校園學習生活。惟鑑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仍可能有變化，學校會繼續密切留

意有關情況，家長亦需密切注意教育局及學校的最新公布。 
 

4. 要讓學生在清潔和安全的環境下學習，家長及同學們的合作至為重要。我們懇請家長除

了加強家居衞生外，還嚴格落實下列措施： 

a. 留意子女的健康狀況，如出現病徵，尤其發燒，切勿上學，並立即求醫； 

b. 每天上課前為子女量度體温，並每天填寫「量度體温記錄表」（表格 A），簽署

後由學生帶回學校。「量度體温記錄表」可於學校網頁下載，學校也會於復課後

第一天派發。 

c. 為防感染，請促請學生每天上學時包括乘坐交通工具時必須戴上合標準之外科手

術口罩註 1，並帶備紙巾及消毒搓手液。 

d. 曾染病並已痊癒的學生，如仍在強制隔離的 14 天內，切勿回校上課。 
 

5. 若出現以下情況，請家長即時致電 23820002 通知校務處，以便校方採取應變措施及通

知教育局： 

a. 學生證實染上 2019 冠狀病毒病 

b. 學生被衞生署界定為 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註 2 
 

6. 為減少人群聚集，小息時小食部會開放，但只提供預先包裝之食品及減少座位，學生可

到平台或有蓋操場進食。校方鼓勵學生回校前先進食早餐。 
 

7. 學生於校園須時刻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如避免身體接觸、前往小食部、洗

手間、圖書館時應按指示排隊，保持適當距離可減少感染機會。 
 

8. 除體育課外，學生不可在校園範圍進行任何球類活動。 
 

9. 按教育局指引，學校應暫停課後活動，放學後所有學生應盡快回家。 
 

註 1
：一般而言,不建議市民於社區中使用 N95 呼吸器,因為 2019 冠狀病毒病主要經由飛沫或接觸傳播,佩戴外 

科口罩已能提供保護。正確佩戴或卸除 N95 呼吸器需接受特別訓練,若使用不當,反而會因為保護不足 

和污染而增加感染風險。 

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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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物和體液的人士。 



附件二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加強家校合作溝通 

 

 

  新學年伊始，恭喜你的子女進入新的學習階段，期望在家校緊密合作下，你的子

女於新學年在學業、操行、活動、服務等更上一層樓，為將來奠定穩固的根基。 

 

  我們素來關心學生成長，重視與家長之溝通、交流，有下列各種渠道： 

1． 家長信：本校通常於星期二派發家長信，又會因應特別情況派發，學生應回家後

主動將家長信交予家長查閱、簽署。 

2． 學校網頁：家長又可瀏覽學校網頁 http://www.lstwcm.edu.hk。網頁會定期更

新，提供學校活動消息、家長信、活動照片等。 

3． 學生記事手冊：家長可使用家校通訊欄與學校溝通。 

4． 手機應用程式：中一至中二級家長可於 GRWTH 手機應用程式內，接收學校發放

的即時訊息及電子通告，並可以電子方式簽署電子通告和支付學校費用。 

5． 電話：家長亦可於辦公時間內致電本校 23820002，替學生告假、查詢資料或與

老師聯繫。 

6． 會談：每年我們均會舉行家長晚會、家長日，安排與班主任會面。如有需要，老

師、社工或會邀請家長到校會談，家長亦可與老師或社工商約見面。 

7． 電郵：我們歡迎家長發電郵予本人 ( principal@lstwcm.edu.hk ) 或老師 

     ( contact@lstwcm.edu.hk )。 

8． 其他：我們會舉辦家長茶聚、家長講座等活動，家教會亦會安排各類活動，促進

家長與老師之交流。 

 

  我們歡迎家長利用上列各項措施，與校方、班主任、科任老師或社工保持聯繫，

更期望家長能於百忙中，仍抽空了解學校情況，以提升你的子女的全人發展。趁新學

年的來臨，本人懇請家長細閱學生記事手冊，並定期檢查，鼓勵你的子女努力學習。 



附件三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關於辦理早退及請假手續要點 

 

本校期盼學生每天依時回校學習，而準時上課乃學生責任感之表現，如非得已，學

生不應隨便告假。關於學生遲到、申請早退、事假或病假之手續，現列舉要點如下： 

 

遲到  學生於上午 8 時 05 後返校作遲到。 

 若學生於上午 10 時至下午 12 時 05 分返校，則作上午缺席論。 

 

早退  若因事(如覆診)而需早退，學生須預早交請假信，獲校方批准後，填寫「早退

離校證明」方可離校。 

 若因事早退，一般情況下，初中學生須家長到校，方可離開校園。 

 若因病早退，學生須獲校方批准後，在家長陪同下方可離去。 

 凡早退者必須於回校時補交請假信。 

 

事假  必須於三天前向校方呈事假申請信(除極緊急事件另行處理)，交代具體請假事

由。校長將因應實際情況，決定是否批准。 

 

病假  請於當天上午 7 時 45 分至 9 時期間，家長親自致電回校或利用手機應用程式

告假。學生應留家休息，翌日補交請假信。 

 告假兩天或以上，須同時呈上醫生証明書予班主任。 

 學生必須於回校後三個工作天內完成請假程序。學生如不按照指定程序及要求

辦理請假手續，同時又未能提供合理解釋，可作曠課論，須受懲處。 

 

 

 

  學生全年出席率須達 80%以上，方可獲升班資格。若中六級學生出席率不達標，可

能不獲頒畢業証書。學習必須持之以恆，決不能一曝十寒，倘若經常缺席課節，學生之

學習進度必受影響。校方非常重視學生對學習之責任感，請家長及學生留意。 

 

本校在此懇請家長鼓勵子女珍惜學習機會，切勿容許甚或縱容子女隨便告假，亦不

應讓子女擅寫請假信，如此重要之函件，還請家長親繕。 



附件四  

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學生不應攜帶與課堂學習無關物品回校  

 

本校一向提倡儉樸的校園風氣，不鼓勵學生攜帶與課堂學習無關物品

回校，以免影響同學上課的專注力。  

 

現特函通知，請各家長叮囑你的子女切勿攜帶與課堂學習無關物品回

校，例如未經校方許可的飾物、書刊及電子產品等。如有學生違反以上規

例，校方有權暫管有關物品並要求家長到校領回，倘該物品有任何損壞，

校方一概不會負責。  

 

 

 

附件五  

學生人身意外保險 

 

為使本校學生獲得額外的個人保險保障，除政府為學校購買的綜合保

險計劃外，校方已另行向保險公司購買「學生人身意外保險」。日後如你的

子女在參與學校活動時因意外受傷而需向保險公司提出索償，請於事故一

星期內以書面形式通知校方，並遞交有關文件，否則索償將難以跟進，從

而影響賠償的決定。  

 



附件六 

 

註冊費用及各項雜費 
 

 中一 中一升中二 中二升中三 中三升中四 中四升中五 中五升中六 

非標準項目收費 註 1 270 270 270 270 270 270 

堂費 註 2 - - - 155 155 310 

家長教師會費 30 30 30 30 30 30 

簿費 74.1 74.1 72.2 56.5 56.5 45.8 

社費 5 5 5 5 5 5 

學生會費 10 10 10 10 10 10 

畢業生活動費 - - - - - 150 

班會費 10.9 10.9 2.8 3.5 3.5 4.2 

總數($) $400 $400 $390 $530 $530 $825 

 

註 1 「非標準項目收費」說明：非標準項目收費包括各課室電腦之維修費用及學生筆記油印費等。 

註 2  中四至中六堂費經教育局批准，全年共叁佰壹拾元（$310）。中六級一次過繳交$310；中四及

中五級分兩期繳交，每期$155。（根據教育局通告第 6/2008 號學費及堂費安排，有關 「收取堂費

指引」已上載於教育局網頁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arents/sch-

info/fees-charges-in-sch/aided-sch/tongfai-homepage-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arents/sch-info/fees-charges-in-sch/aided-sch/tongfai-homepage-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arents/sch-info/fees-charges-in-sch/aided-sch/tongfai-homepage-c.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