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三一堂曾肇添幼稚園 2020年度通告（01） 
有關開學注意事項 

 
親愛的家長: 

願天父的愛與你們同在，願平安歸與你。 

貴子弟將於 2020年 9 月 1日入讀本園幼兒班，由於本港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仍然持續，教育

局楊潤雄局長於 2020年 8 月 3日宣佈，學校按原先擬定日期展開新學年，然而所有面授課堂及校

內活動暫停，直至另行通知，本園按照教育局規定，有鑒於以上情況，本園九月開課，作出以下安

排，敬請家長垂注。 

請家長透過 Google Form 連結於 8月 22日前填寫回條。 

(1) 新生家長座談會 

活動(一)  原定舉行之實體「新生家長座談會」取消，現改為網上播放，內容包括：認識校園、

老師，請家長按原定時間，透過學校稍後發出的連結參與。 

日期 2020年 8月 22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時正 

內容 1. 校長的話 

2. 認識校園、老師及各同工 

3. 預告篇 

備註 1. 當天透過 WhatsApp發放連結 

2. 請家長留意手機上 WhatsApp發放之訊息 

3. 老師將於 8月 24日至 26日與家長電話聯絡 

 

活動(二) 「線上 ZOOM 約會」 

日期 2020年 8月 29日(星期六) 

時間 上幼信 : 上午 9:00-10:00    上幼望 : 上午 10:15-11:15 

下幼信 / 下幼望 : 上午 11:30-12:30 

進行方式 網上會面(Zoom Video Webinars) 

內容 1. 與老師會晤 

2. 支援家長手機即時開通或升級手機 Services Limited, 「EVI Family 

App」 

3. 講解「開學物品」 

4. 解答家長疑問 

輸入資料 1. 會議 ID (稍後透過 WhatsApp發放) 

2. 你的名稱(小朋友中文姓名)，以作出席紀錄，並方便對話操作 

3. 會議密碼 (稍後透過 WhatsApp發放) 

備註 1. 每位學生只邀請 1位家長參與 Zoom對話 

2. 請小心保存 Zoom會議 ID及密碼 

3. 有關使用 Zoom方法，請參考「線上 ZOOM 技術支援指引」之附件，如

對 Zoom 軟件有使用上的問題，可於辦公時間內致電本園聯絡 

4. 請家長選擇一個較安靜地方，提前 30分鐘登入 Zoom 

5. 為保障大家的私隱，過程中請勿攝影、錄音、拍照、截圖及轉播 

6. 為免影響會晤過程，開始後不能再登入 

新生適用 



(2) 新生活動 

— 原定 8月 28日（五）舉行「新生開學禮」及 8月 31日(一)「新生適應日」，因疫情關係取

消。 

— 原定 9月 2日(三)為開學日，因不能進行面授課程而取消。 

— 9月 7, 8日將安排「開學巡禮」 

 對 象：K1，K2，K3新生 

 時 間：K1   上午 9:30-10:15 

           上午 10:30-11:15 

           上午 11:30-12:15 

     K2、K3  9月 7日(一)    上午 9:30-10:15 

 人 數：一位家長陪同幼兒出席（每組 5個家庭） 

 內 容：由老師帶領參觀校園、領取開學物品，如開學通告、手冊、兒童口罩、鞋袋、 

通告袋、書包、圍裙、課本等。 

 

(3) 校園開放 

本園保持校舍開放，安排教職員當值，為有需要的家庭照顧幼兒，如有需要家長請預先致電本

園以便安排。開放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 8時 30分至下午 4時 30分。 

 

(4) 校園清潔衛生 

— 本園一直重視幼兒及員工健康和安全，在停課期間持續徹底清潔消毒校園環境及物品。 

— 於 8月 24日安排專業公司進行「光觸媒 Nano Tio2/Ag + Coatings」塗層消毒，包括全校

環境及所有物品，如玩具、檯、櫈、櫃等。 

— 添置 Bio E 抗菌除味消毒機、智能探熱機，所有進入校園的人仕均需進行消毒程序。 

 

(5) 籌劃「Online School」 

— 自 2月疫情停課期間，本園一直採用教師錄製「教學影片」，以多元化的教學模式，定時上

載「網上學習」資訊，配合家長回校領取「學習素材」，如小習作、教具、親子小任務及創

意小手工等，達致「停課不停學」，讓幼兒在家保持學習的動力和興趣。 

— 教育局早前宣布，新學年學校按原先擬定的日期開學，但由於疫情發展不穩，校內的面授課

程及活動暫停，在未能進行面授課堂前，本園以過往學習模式作基礎，籌劃「Online 

School」，例如：小組 online 上課（如主題、英文遊戲/故事、普通話）等，務求讓幼兒有

更多與老師互動學習的機會，至於具體執行詳情及安排將稍後通知。 

— 待疫情緩和時，計劃安排小組面授課堂。 

— 定時安排家長到校領取或隨校車派發「學習素材」，以增潤幼兒的學習。 

 

(6) 設立學校網絡平台 

— 本園將於今學年建立網絡平台，更有效讓家長閱覽學校資訊、記錄學生出席和借閱圖書、發

放學校通告及訊息，減少浪費紙張，愛護環境。一切籌備工作仍在進行中，當平台設立後，

家長將獲發使用平台的「個人用戶」及「密碼」。 

— 本園於 8月 29日「線上 Zoom 約會」家長活動中，安排專業公司支援家長手機開通及升級

手機。 



(7) 與家長聯繫 

為日後方便老師與家長聯絡及發放訊息，亦期望透過網上平台了解幼兒的學習進程及表現，適

當地作出正面的回饋，讓幼兒藉著與老師的互動，更增強他們的學習動力。因此，本園將計劃

於 9月開始透過 WhatsApp 廣播群組與家長聯絡，稍後老師致電通知家長電話號碼，以下為聯絡

內容： 

— 與一位家長發放訊息 

— 收取幼兒已完成小習作的相片/短片，如小手工、小實驗、親子創作作品等 

— 老師會對幼兒已完成的小習作等作出回應。 

— 老師不會回答家長的查詢，如有需要，歡迎家長致電學校與老師聯絡，懇請家長體諒及明白。 

 

(8) 有關申請學生資助辦事處「2020/21 學年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就學開支津貼申請表」本園將派發

給家長，亦可瀏覽下列網站 https://www.wfsfaa.gov.hk 下載申請表格。 

 

(9) 請家長時刻留意「新型冠狀病毒病」資訊，注意個人衛生及保持身體健康，現附上衛生防護中

心有關「新型冠狀病毒」資訊網站，供家長參考。https://www.chp.gov.hk 

 

感謝家長的體諒及明白，在疫情中彼此守望，從經歷中學習逆境自強。盼望天父加添我們的信心和

力量，在新學年裡藉著天父的恩典和祝福，彼此攜手合作，與我們的孩子一同學習，一同成長。願

天父賜給你們和家人平安、健康！ 

 

 

 

 

 

 

 

 

 

 

 

 

 

 

 

 

 

 

 

 

 

 

https://www.chp.gov.hk/


通告(01）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______________班學生                家長已知悉有關通告(01)的內容，並   

(1) 
 同意 

透過 WhatsApp 向本人發放「網上學習」訊息 
 不同意 
 
家長聯絡(WhatsApp)電話:_______________ 

 
(2) 本人與幼兒  會 /  不會 參與「開學巡禮」活動，並選擇以下時段… 

（請以選擇意願，本園盡量依據意願，但基於人流控制，最終由校方安排活動時間） 
(一) K1適用 

日期 

9月 7日 9月 8日 

 9:30-10:15 
 10:30-11:15 

 11:30-12:15 

 9:30-10:15 
 10:30-11:15 

 11:30-12:15 

 
(二) K2、K3插班生適用 
     日期 : 9月 7 日 
     時間 : 9:30-10:15 

 
    此覆                                                     
聖公會聖三一堂曾肇添幼稚園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 
2020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