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旬節中學  學校通告 19038 《有關延長停課的安排》  11/3/2020 

 

各位家長： 

 

  教育局於 25/2/2020 公布，「全港學校會進一步延長停課，直至學校的復活節假期結束，
即最早於四月二十日復課，但確實的復課日期仍有待進一步評估。」 

 

  本校有關延長停課的最新安排如下：  

1. 校園保持開放 

校園於復課前也會按教育局要求保持開放（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除外），以照顧家中
乏人照顧而需要回校的學生，開放時間為早上 8:10至下午 3:45。若家長有需要安排子女
回校，請提早一個工作天致電通知校務處，以便校方安排人手。學生回校前都必須先測
量體溫。如有不適，應儘快求醫，不要回校。 

2. 圖書館及小食部 

在延長假期期間，本校圖書館暫停開放，小食部暫停服務，回校學生可自備或外出午膳。 

3. 課外活動 

復課前的所有課外活動取消。 

4. 停課不停學 

為協助學生在延長停課期間能繼續學習，各學科將繼續上載學習材料至 eClass，請家長及
學生可自行查閱，在家中預習、自學及溫習。如遇困難未能參與網上學習，請盡快致電
聯絡校務處*，以便安排支援。此外，學生亦可按需要於辦公時間*回校取回課本。 

5. 在家學習網寛支援計劃 

計劃詳情請查閱附件 1。有意申請的家長，請於 14/3/2020 或之前致電校務處*登記。 

6. 愛心傳送大行動 

本校輔導組舉辦「愛心傳送大行動」，目的是贈送口罩給本校有需要的家庭及建立同學關
懷社會的價值觀。本校日前已獲得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資助購買一些口罩，給予本校有需
要的家庭。詳情請參閱附件 2，有意申請的家長，請於 14/3/2020 或之前網上申請。 

7. 學生網上學習電腦捐贈計劃（中四級、中五級） 

教育 2.1 大教育平台公布，為支援學校及基層學生應對網上學習的挑戰與數碼鴻溝，
10/3/2020 起，向香港有需要學生捐贈 1000 部手提電腦，確保基層學生在學校採取網上平
台教學時，有公平的學習機會。 

計劃的對象為本地學校的中四或中五級學生，詳情請參閱附件 3，有意申請的家長，請回
覆本通告時提供資料以作登記。惟因數量有限,每校最多可申請 10部手提電腦。學校將負
責跟進協助安裝軟件及其他技術上的支援。 

8. 校曆更新 

日期 事項／活動 更改為 

27/3/2020 教師發展日 取消 

30/3-3/4/2020 中一至中五級 

第二學期統一測驗 

取消，相關跟進安排容後公布 

8-9/4/2020 福音營 取消 

21-22/4/2020 全港系統性評估 

（說話評估） 

取消，教育局決定停辦本學年的全港系統性
評估（包括所有說話評估及紙筆評估）  

23-24/4/2020 書展 取消 

24/4/2020（上次更新） 家長日 改期，相關安排容後公布 

 

 



 

 

9. 暑假 

受停課影響，學校可能利用暑假進行補課，懇請家長避免在現階段落實 貴子弟於七月

份的暑假外遊或暑期活動。 

10. 職業訓練局文憑/證書課程申請資訊（中三級/中四級） 

有關職業訓練局（VTC）新學年「職專文憑」/「證書課程」等的申請資訊，有興趣的
學生可自行在網上提交申請表，相關網址請見附件 4。如家長對課程有任何疑問，可
致電聯絡校務處*，校方將安排社工鍾兆薇姑娘或吳子欣姑娘解答各項查詢。 

11. 2020/22 學年第十一屆高中應用學習課程申請資訊（中四級） 

有關（2020-2022學年）第十一屆高中應用學習課程申請資訊，有興趣的學生可於 23/4/2020

（星期四）下午 5:00 或之前，將報名表連同自薦信一併交校務處（請查閱學校通告 19033

附件以下載報名表及自薦信），逾期不作處理。如家長對課程有任何疑問，可瀏覽教育局
網頁（http://www.edb.gov.hk/apl）之應用學習課程以獲取詳情。如有其他任何查詢，請致
電聯絡校務處*。 

12. 中五級申請轉換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應考語言 

相關安排容後公布。 

13. 2020年度國際聯校學科（科學科）評估及比賽 

延期至 28/4/2020（星期二），於 001-002 室舉行，所有已報名學生必須參加比賽。 

14. 2020年度國際聯校學科（數學科）評估及比賽 

延期至 5/5/2020（星期二），於本校禮堂舉行，所有已報名學生必須參加比賽。 

 

  校方會密切留意事態發展，如有進一步的安排，將盡快透過學校網頁及 eClass 發放最新
消息，敬請家長密切留意。 

 

  請家長閱覽本通告內容，並於 2020年 3月 16日（星期一）或之前使用 eClass App 回覆。

如有查詢，可致電聯絡校務處*。 

 

  感謝大家配合！ 

 

  敬祝 

生活愉快！身心靈健壯！ 

 

  五旬節中學校長  

 

  

謹啟 

  (羅錦城)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一日 

 

 

* 

 

校務處電話 2713 2772，辦公時間（延長停課期間）：   

上午 7:30-12:30 及下午 1:40-4:00（星期六下午、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http://www.edb.gov.hk/apl


 

（學校通告 19038附件 1） 

 

在家學習網寛 

支援計劃 

 

  香港賽馬會與香港青年協會和香港小童群益會兩間非政府機構合作，以及

得到中國移動、CSL 和 SmarTone電訊供應商的支持，捐出 4,200萬港元向十萬

名來自基層的中小學生提供兩個月的免費流動數據頻寛，以便他們在停課期間

可網上學習。 

 

  計劃會向基層學生 – 尤其是居住於劏房、舊樓及偏遠地區而未能得到高速

上網服務的學生 – 提供備有數據計劃的流動數據卡。 

 

  凡正在接受以下計劃支援的本地中學學生，即符合本計劃的申請資格： 

-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 

-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半額或全額津貼） 

- 學生車船津貼計劃（半額或全額津貼） 

 

  請家長瀏覽網址 https://elearningsupport.hk/了解計劃詳情及其他細則。有意

申請的家長，請於 14/3/2020 或之前致電 2713 2772 校務處登記。 

 

  校方將按申請人登記的先後次序，電話通知成功申請的家長，而相關學生

須親身到校領取及簽收免費 SIM卡，並須簽署「接收同意書」，以表示同意不會

轉售本計劃送贈的 SIM卡。 

 

  如有查詢，可致電 2713 2772聯絡校務處。 

 

 

 

 

 

 

 

 

 

 

 

 

https://elearningsupport.hk/


 

（學校通告 19038附件 2） 

 

五旬節中學 

「愛心傳送大行動」 

 

因應近期疫情嚴峻，市民在購買防疫裝備上面對極大困難。有見及此，本校輔導組舉辦 

「愛心傳送大行動」，目的是贈送口罩給本校有需要的家庭及建立同學關懷社會的價值觀。 

本校輔導組日前已獲得學校社工機構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資助購買一些口罩，給予本校有

需要的家庭。參與此計劃的學生收到贈送的二十個口罩後，請將其中兩個口罩轉贈給社區內

有需要的弱勢社群，包括獨居長者、小數族裔、單親家庭或低收入家庭人士，然後邀請他們

一起拍照 或 寫下贈送口罩給他人的過程和個人感想(字數不多於 50字)。有關照片或個人感

想可透過 e-class內的 iMail 傳送給駐校社工吳姑娘(中一至中三級同學)及鍾姑娘(中四至中六

級同學)。參與「愛心傳送大行動」的同學，將於復課後收到小禮物一份。 

 

有需要的家庭可依照以下方法申請口罩： 

1. 前往附件中的 QR code 或網站 

2. 於表格內填寫有關資料及聯絡方法 

 

備註： 

1. 申請截止日期：14/3/2020(六)，成功獲得口罩的家庭將於 20/3/2020(五)或以前收到

學校電話通知如何領取口罩。 

2. 由於學校獲得資助的口罩數量有限，所以學校會按每個家庭的緩急情況去派發。 

 

「愛心傳送大行動」申請表格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c_FIk0DPRQxLIjyTyXU7fiuf0IhW-5S3dB8T4HDt

EWIS3qA/viewform 

 
 

如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2713 2772聯絡校務處職員查詢。 

 

 

 

___________________ 

五旬節中學 

羅錦城校長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一日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c_FIk0DPRQxLIjyTyXU7fiuf0IhW-5S3dB8T4HDtEWIS3q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c_FIk0DPRQxLIjyTyXU7fiuf0IhW-5S3dB8T4HDtEWIS3qA/viewform


 

（學校通告 19038附件 3） 

 

學生網上學習電腦捐贈計劃 

 

  教育 2.1大教育平台公布，為支援學校及基層學生應對網上學習的挑戰與數碼鴻

溝，10/3/2020 起，向香港有需要學生捐贈 1000部手提電腦，確保基層學生在學校採

取網上平台教學時，有公平的學習機會。 

 

計劃對象  

有經濟困難的中四、中五級學生，包括正在接受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半額或全額津

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其他經濟困難（須簡單說明，如開工不足、近

數月失業等）的學生。 

 

電腦規格 

中央處理器 Celeron 3865U，4GB 記憶體，500GB硬碟，15.6 吋屏幕，Win 10 Home，

重量 1.8 公斤 

學校將負責跟進協助安裝軟件及其他技術上的支援。 

 

其他詳情及細則 

請瀏覽網址：https://bigeducationplatform.com/2020/03/10/ 

 

申請方法及截止日期 

有意申請的家長，請回覆本通告時提供資料以作登記，截止日期為 19/3/2020。 

 

公佈結果日期及方法  

校方將於 25/3/2020 或以前透過 eClass 推送訊息通知成功申請的學生家長。 

 

取機日期及安排 

學生須親身到校領取手提電腦及簽收，日期暫定於 30/3/2020 至 3/4/2020 期間，校方

將於確定後通知成功申請的學生家長相關安排。 

 

備註 

是項計劃每校最多可獲分配 10部手提電腦，如申請的學生人數超過校方最終獲分配

的實際數量，將以抽簽形式決定。校方保留分配手提電腦的最終決定權。 

 

 

https://bigeducationplatform.com/2020/03/10/


 

（學校通告 19038附件 4） 

 

五旬節中學 

 

致：中三級/中四級學生及家長 

 

 以下是有關職業訓練局（VTC）新學年「職專文憑」/「證書課程」等的申請資訊，

有興趣的學生可自行在網上提交申請表。如家長對課程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學校  

2713 2772 查詢。 

 

職專文憑課程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s3/diploma-of-vocational-education/ 

 

全日制職專文憑 / 職專國際文憑課程 申請資訊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s3/application-information/diploma-of-vocational-edu

cation-diploma-of-vocational-baccalaureate/ 

 

證書課程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s3/certificate/ 

 

全日制證書課程 申請資訊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s3/application-information/certificate/ 

中三升學流程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s3/s3-overview/ 

 

 

輔導組 

11/3/2020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s3/diploma-of-vocational-education/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s3/application-information/diploma-of-vocational-education-diploma-of-vocational-baccalaureate/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s3/application-information/diploma-of-vocational-education-diploma-of-vocational-baccalaureate/
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programme/s3/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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