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有關「新學年上課模式及安排」事宜 

(通告第 186/2019號) 

 

致全校學生家長： 
 

        教育局於 8 月 3日宣佈九月開學的小學，所有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將會暫停， 

    直至另行通告，其間學校可以用其他模式，包括網上課堂進行教學，讓學生在家中 

    學習。鑑於以上安排，本校將如常於 9月 1日開學，但所有課堂將會使用網上形式 

    進行授課及學習，敬請學生及家長留意。 

 

        在「網上學習」的大前提下，本校老師會透過 Microsoft Teams 學習群組，與 

    學生進行網上互動及學習交流，以開展新學年的課程，並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有 

    關安排詳列如下： 
 

 

1. 網上學習設備: 為使學生能順利在家中進行學習，務必請家長配合，為子女準備 

網上課堂的設備。有關網上學習設備的要求，請參閱【附件一】。 

 

2. 新增戶口: 學校已為一至三年級學生新增個人 Office 365 教育戶口，一年級學生

的戶口資料將由家長到校領取小一物資時派發，而二至三年級的戶口資料將於 

   8月 24日至 28日期間經家長應用程式(eClass Parent App) 發放，請家長留意 

   有關訊息的發放。 

 

3. 戶口過渡: 學校將於 8月 24日至 28日期間，為四至六年級學生進行 Office 365 戶

口過渡，屆時所有戶口將暫停使用。戶口過渡後，學生的班別、學號及 Microsoft 

Teams學習群組都會改變，以往的群組資料亦會被移除。如有需要，請於 8月 24

日前自行儲存 Microsoft Teams內的學習紀錄及資料。而戶口資料(登入名稱及密

碼與以往相同)亦會於 8月 24日至 28日期間經家長應用程式(eClass Parent App) 

發放，請家長留意有關訊息的發放。 

 

4. 建立網上課室：學校已為所有一至六年級學生，在 Teams 內建立了各班「網上課

室」，用作進行網上直播學習。另外，「網上課室」內亦設立各科學習頻道，科任

老師會透過學習頻道發放每日家課安排，以及與學生進行網上亙動及學習交流。 

 

5. 進入網上課室：在 8月 29日至 31日期間，一至六年級學生須利用個人戶口資料(登

入名稱及密碼與以往相同)，登入 Office 365主頁，並按 Teams 字樣進入各科學

習頻道，以貼文分享或聊天交流形式向科任老師報到，並於 8 月 31日與班主任進

行網上會面。 

 

 

 

 

 



6. Microsoft Teams 自學片段：請用以下其中一個網址連結，觀看網上自學片段，學

習登入 Office 365 及使用 Microsoft Teams 的方法。 

(a) 連結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nxa34za7zU&feature=youtu.be 

(b) 連結二： 

      https://share.weiyun.com/k5Y7C9lN 

 

請用以下其中一個網址連結，學習透過聊天功能交收功課的方法。 

(a) 連結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qkFbIwYkAc&feature=youtu.be 

(b) 連結二： 

      https://share.weiyun.com/cfzHOPev 

 

7. 家課：9月 1日開始，學生可透過 Microsoft Teams 的聊天功能，向科任老師遞交 

家課。 

 

8. 適應週安排：9月 1 日至 9月 4日(共四天)為學校適應週，當天上課時間為上午

9:00至中午 11:00。學生需於 9:00前進入 Teams 網上課室群組，並參與網上課堂。

有關詳細安排，詳見【附件二】。 

 

9. 正式上課安排:9月 7日(星期一)開始，學生將依照時間表上網課，上課時間為上

午 8:25 至下午 12:30。每天上課 7節，每節 30分鐘；另有兩個小息，每次 10分

鐘。科目包括:中文、英文、數學、常識、視覺藝術、音樂、體育、普通話、圖書

(P1-P2)、資訊科技(P3-P6)及德育課。上課時間的分配，請見以下的時間表範本。

各班正式上課的時間表將稍後透過 Teams 戶口發放給學生及家長。 
 

上課時間 安排 

8:25-8:40 點名 

8:40-9:10 第一節 

9:10-9:40 第二節 

9:40-9:50       小息 

9:50-10:20 第三節 

10:20-10:50 第四節 

10:50-11:00       小息 

11:00-11:30 第五節 

11:30-12:00 第六節 

12:00-12:30 第七節 

                  備註:每節課堂，老師會提供時間，讓學生有 

                       空間休息及進行多樣性的學習活動。 
                        

   如有查詢，請致電 2445 0101 與楊思捷主任/楊珮珊老師聯絡。 
 

                                                     校長  陳煥璋  謹啟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七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nxa34za7zU&feature=youtu.be
https://share.weiyun.com/k5Y7C9l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qkFbIwYkAc&feature=youtu.be
https://share.weiyun.com/cfzHOPev


【附件一】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新學年網上學習設備要求 

 

    為配合學校電子學習發展，以及 9 月開始在網上授課安排，家長需為學生準備適當的硬

件及軟件設備，讓學生可以順利地在家進行學習。 

 

(一) 網上課堂的設備要求 

    家長可根據以下建議方案，為學生安排硬件設備及軟件安裝，讓學生在家參與網上課堂。

當中並不建議採用手機參與網上課堂，以免影響上課質素。 

 硬件要求 軟件安裝 

方案一 1. 桌上電腦一部 

2. 需另外配置鏡頭及具收音功能的耳機 

3. 請先自行測試硬件設備是否運作正常 

1. 具上網功能 

2. 下載 Microsoft teams 應用程式 

方案二 1. 手提電腦一部 

2. 可使用電腦的內置鏡頭及內置收音功能 

3. 請先自行測試硬件設備是否運作正常 

1. 具上網功能 

2. 下載 Microsoft teams 應用程式 

方案三 1. 平板電腦一部(iPad / Tablet) 

2. 可使用電腦的內置鏡頭及內置收音功能 

3. 請先自行測試硬件設備是否運作正常 

1. 具上網功能 

2. 下載 Microsoft teams 應用程式 

 
 

備註:為了方便學生完成網上課業，建議家長為子女購置打印機，讓學生可在家列印及完成網

上課業。 

(二) 校內課堂的設備要求 

    為配合校內電子學習的發展，當教育局宣布學生能正式回校上課後，學生有機會在校內

的課堂上使用學校平板電腦及耳機進行學習。四至六年級的學生亦會在資訊科技課上利用耳

機進行編程學習。基於個人衛生問題，家長可根據以下硬件要求，事先為學生準備耳機，讓

學生日後能自備耳機回校，進行電子學習。 

硬件要求 參考圖片 

1. 有線耳機一套 

2. 耳機具有 3.5mm 單插頭 

3. 不建議使用無線藍芽耳機 

 

 

 



【附件二】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開學適應週安排 
 

學校已定 9月 1 日至 9月 4日為適應週，以便學生逐步適應新學年的學習模式。 
 

1-9-2020 (星期二) 

時間 課節安排 課堂內容 

9:00-9:10 點名 預備上課 

9:10-9:40 第一節 開學了!在疫情下，以新形式迎接新學年! 

9:40-9:50 小息 休息 

9:50-10:20 第二節 疫情下，同心抗疫，保護自己及家人 

10:20-10:30 小息 休息 

10:30-11:00 第三節 班規要遵守，你我做得到 
 

2-9-2020 (星期三) 

時間 課節安排 課堂內容 

9:00-9:10 點名 預備上課 

9:10-9:40 第一節 上課時間表及網上課堂安排 

9:40-9:50 小息 休息 

9:50-10:20 第二節 網課能守規，學習無難度 

10:20-10:30 小息 休息 

10:30-11:00 第三節 校長有話兒之開學禮 
 

3-9-2020 (星期四) 

時間 課節安排 課堂內容 

9:00-9:10 點名 預備上課 

9:10-9:40 第一節 如何運用 Microsoft Teams 參與課堂 

9:40-9:50 小息 休息 

9:50-10:20 第二節 實踐網上交收功課(一) 

10:20-10:30 小息 休息 

10:30-11:00 第三節 學校通告齊閱覽 
 

4-9-2020 (星期五) 

時間 課節安排 課堂內容 

9:00-9:10 點名 預備上課 

9:10-9:40 第一節 實踐網上交收功課(二) 

9:40-9:50 小息 休息 

9:50-10:20 第二節 網上閱讀趣多紛 

10:20-10:30 小息 休息 

10:30-11:00 第三節 學習用品大追蹤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