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2A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0-2021 年度   一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修訂回校領取功課新安排〕 

 

敬啟者： 

        教育局宣布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依然嚴峻，2021 年 1 月 10 日後，維持暫停面授課堂及

校內活動，直至農曆新年假期。學校取得第一次領取及交回實體功課的經驗後，為了令安排更妥

善，現修訂有關的安排，請家長留意，修訂後安排如下： 

 

 

家長回校領取及交回實體功課安排： 

年級：一至六年級 

日期：逢星期一 

時間及地點： 

下午 1:30-3:00：一樓樓層課室(1A、1B、1C、1D、1E、2A) 

                           二樓樓層課室(2B、2C、2D、2E、3A、3B) 

                           三樓樓層課室(3C、3D、3E) 

*建議家長如有子女就讀其他年級，可在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正到校領取。 

 

程序： 

1. 星期五，老師會在網課、GOOGLE CLASSROOM 及學校網頁，提示學生交回功課的項目； 

2. 星期一，家長按時段到校，量體溫、消毒；  

3. 家長沿 2 號梯，先到樓層工友桌，交回「功課袋 1」； 

4. 家長到課室依指示，將功課分科放好，並自行到學生桌領取「功課袋 2」； 

5. 家長到樓層工友桌簽收，沿 2 號梯離開。 

6. 學生在家完成功課後，在下星期一，將功課放入「功課袋 2」並交回校，再領取「功課袋

1」。 

備註： 

1.   如家長未能於上述時間到校領取，請預先致電本校校務處，另約時間處理。 

2.   不建議家長提早到校，有機會未能領取全部功課及材料。 

3.   不建議家長延後到校，有機會影響學生收回功課的時間。 

        

       學校呼籲家長妥善照顧子女，加倍注意環境及個人衞生，避免讓子女到人多擠迫 的地方，以減

少感染疾病風險。敬希留意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黃 偉 堅  謹啟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20152B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0-2021 年度   二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修訂回校領取功課新安排〕 

 

敬啟者： 

        教育局宣布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依然嚴峻，2021 年 1 月 10 日後，維持暫停面授課堂及

校內活動，直至農曆新年假期。學校取得第一次領取及交回實體功課的經驗後，為了令安排更妥

善，現修訂有關的安排，請家長留意，修訂後安排如下： 

 

 

家長回校領取及交回實體功課安排： 

年級：一至六年級 

日期：逢星期一 

時間及地點： 

下午 1:30-3:00：一樓樓層課室(1A、1B、1C、1D、1E、2A) 

                           二樓樓層課室(2B、2C、2D、2E、3A、3B) 

                           三樓樓層課室(3C、3D、3E) 

*建議家長如有子女就讀其他年級，可在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正到校領取。 

 

程序： 

1. 星期五，老師會在網課、GOOGLE CLASSROOM 及學校網頁，提示學生交回功課的項目； 

2. 星期一，家長按時段到校，量體溫、消毒；  

3. 家長沿 2 號梯，先到樓層工友桌，交回「功課袋 1」； 

4. 家長到課室依指示，將功課分科放好，並自行到學生桌領取「功課袋 2」； 

5. 家長到樓層工友桌簽收，沿 2 號梯離開。 

6. 學生在家完成功課後，在下星期一，將功課放入「功課袋 2」並交回校，再領取「功課袋

1」。 

備註： 

1.   如家長未能於上述時間到校領取，請預先致電本校校務處，另約時間處理。 

2.   不建議家長提早到校，有機會未能領取全部功課及材料。 

3.   不建議家長延後到校，有機會影響學生收回功課的時間。 

        

       學校呼籲家長妥善照顧子女，加倍注意環境及個人衞生，避免讓子女到人多擠迫 的地方，以減

少感染疾病風險。敬希留意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黃 偉 堅  謹啟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20152C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0-2021 年度   三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修訂回校領取功課新安排〕 

 

敬啟者： 

        教育局宣布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依然嚴峻，2021 年 1 月 10 日後，維持暫停面授課堂及

校內活動，直至農曆新年假期。學校取得第一次領取及交回實體功課的經驗後，為了令安排更妥

善，現修訂有關的安排，請家長留意，修訂後安排如下： 

 

 

家長回校領取及交回實體功課安排： 

年級：一至六年級 

日期：逢星期一 

時間及地點： 

下午 1:30-3:00：一樓樓層課室(1A、1B、1C、1D、1E、2A) 

                           二樓樓層課室(2B、2C、2D、2E、3A、3B) 

                           三樓樓層課室(3C、3D、3E) 

*建議家長如有子女就讀其他年級，可在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正到校領取。 

 

程序： 

1. 星期五，老師會在網課、GOOGLE CLASSROOM 及學校網頁，提示學生交回功課的項

目； 

2. 星期一，家長按時段到校，量體溫、消毒；  

3. 家長沿 2 號梯，先到樓層工友桌，交回「功課袋 1」； 

4. 家長到課室依指示，將功課分科放好，並自行到學生桌領取「功課袋 2」； 

5. 家長到樓層工友桌簽收，沿 2 號梯離開。 

6. 學生在家完成功課後，在下星期一，將功課放入「功課袋 2」並交回校，再領取「功課袋

1」。 

備註： 

1.   如家長未能於上述時間到校領取，請預先致電本校校務處，另約時間處理。 

2.   不建議家長提早到校，有機會未能領取全部功課及材料。 

3.   不建議家長延後到校，有機會影響學生收回功課的時間。 

        

       學校呼籲家長妥善照顧子女，加倍注意環境及個人衞生，避免讓子女到人多擠迫 的地方，以減

少感染疾病風險。敬希留意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黃 偉 堅  謹啟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20152D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0-2021 年度   四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修訂回校領取功課新安排〕 

 

敬啟者： 

        教育局宣布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依然嚴峻，2021 年 1 月 10 日後，維持暫停面授課堂及

校內活動，直至農曆新年假期。學校取得第一次領取及交回實體功課的經驗後，為了令安排更妥

善，現修訂有關的安排，請家長留意，修訂後安排如下： 

 

 

家長回校領取及交回實體功課安排： 

年級：一至六年級 

日期：逢星期一 

時間及地點： 

下午 2:30-4:00：三樓樓層課室(4A、4B、4C) 

   四樓樓層課室(4D、4E、5A、5B、5C、5D) 

   五樓樓層課室(5E、6A、6B、6C、6D、6E) 

*建議家長如有子女就讀其他年級，可在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正到校領取。 

 

程序： 

1. 星期五，老師會在網課、GOOGLE CLASSROOM 及學校網頁，提示學生交回功課的項目； 

2. 星期一，家長按時段到校，量體溫、消毒；  

3. 家長沿 2 號梯，先到樓層工友桌，交回「功課袋 1」； 

4. 家長到課室依指示，將功課分科放好，並自行到學生桌領取「功課袋 2」； 

5. 家長到樓層工友桌簽收，沿 2 號梯離開。 

6. 學生在家完成功課後，在下星期一，將功課放入「功課袋 2」並交回校，再領取「功課袋

1」。 

備註： 

1.   如家長未能於上述時間到校領取，請預先致電本校校務處，另約時間處理。 

2.   不建議家長提早到校，有機會未能領取全部功課及材料。 

3.   不建議家長延後到校，有機會影響學生收回功課的時間。 

        

       學校呼籲家長妥善照顧子女，加倍注意環境及個人衞生，避免讓子女到人多擠迫 的地方，以減

少感染疾病風險。敬希留意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黃 偉 堅  謹啟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20152E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0-2021 年度   五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修訂回校領取功課新安排〕 

 

敬啟者： 

        教育局宣布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依然嚴峻，2021 年 1 月 10 日後，維持暫停面授課堂及

校內活動，直至農曆新年假期。學校取得第一次領取及交回實體功課的經驗後，為了令安排更妥

善，現修訂有關的安排，請家長留意，修訂後安排如下： 

 

 

家長回校領取及交回實體功課安排： 

年級：一至六年級 

日期：逢星期一 

時間及地點： 

下午 2:30-4:00：三樓樓層課室(4A、4B、4C) 

   四樓樓層課室(4D、4E、5A、5B、5C、5D) 

   五樓樓層課室(5E、6A、6B、6C、6D、6E) 

*建議家長如有子女就讀其他年級，可在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正到校領取。 

 

程序： 

1. 星期五，老師會在網課、GOOGLE CLASSROOM 及學校網頁，提示學生交回功課的項目； 

2. 星期一，家長按時段到校，量體溫、消毒；  

3. 家長沿 2 號梯，先到樓層工友桌，交回「功課袋 1」； 

4. 家長到課室依指示，將功課分科放好，並自行到學生桌領取「功課袋 2」； 

5. 家長到樓層工友桌簽收，沿 2 號梯離開。 

6. 學生在家完成功課後，在下星期一，將功課放入「功課袋 2」並交回校，再領取「功課袋

1」。 

備註： 

1.   如家長未能於上述時間到校領取，請預先致電本校校務處，另約時間處理。 

2.   不建議家長提早到校，有機會未能領取全部功課及材料。 

3.   不建議家長延後到校，有機會影響學生收回功課的時間。 

        

       學校呼籲家長妥善照顧子女，加倍注意環境及個人衞生，避免讓子女到人多擠迫 的地方，以減

少感染疾病風險。敬希留意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黃 偉 堅  謹啟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20152F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2020-2021 年度   六年級家長通知書 

〔有關修訂回校領取功課新安排〕 

 

敬啟者： 

        教育局宣布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依然嚴峻，2021 年 1 月 10 日後，維持暫停面授課堂及

校內活動，直至農曆新年假期。學校取得第一次領取及交回實體功課的經驗後，為了令安排更妥

善，現修訂有關的安排，請家長留意，修訂後安排如下： 

 

 

家長回校領取及交回實體功課安排： 

年級：一至六年級 

日期：逢星期一 

時間及地點： 

下午 2:30-4:00：三樓樓層課室(4A、4B、4C) 

   四樓樓層課室(4D、4E、5A、5B、5C、5D) 

   五樓樓層課室(5E、6A、6B、6C、6D、6E) 

*建議家長如有子女就讀其他年級，可在下午 2 時 30 分至 3 時正到校領取。 

 

程序： 

1. 星期五，老師會在網課、GOOGLE CLASSROOM 及學校網頁，提示學生交回功課的項目； 

2. 星期一，家長按時段到校，量體溫、消毒；  

3. 家長沿 2 號梯，先到樓層工友桌，交回「功課袋 1」； 

4. 家長到課室依指示，將功課分科放好，並自行到學生桌領取「功課袋 2」； 

5. 家長到樓層工友桌簽收，沿 2 號梯離開。 

6. 學生在家完成功課後，在下星期一，將功課放入「功課袋 2」並交回校，再領取「功課袋

1」。 

備註： 

1.   如家長未能於上述時間到校領取，請預先致電本校校務處，另約時間處理。 

2.   不建議家長提早到校，有機會未能領取全部功課及材料。 

3.   不建議家長延後到校，有機會影響學生收回功課的時間。 

        

       學校呼籲家長妥善照顧子女，加倍注意環境及個人衞生，避免讓子女到人多擠迫 的地方，以減

少感染疾病風險。敬希留意  

         

       此致 

貴家長 

                                                                                                                              校    長：黃 偉 堅  謹啟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