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光字通告第 2 號 

光明學校 2022-2023 年度上學期 

家 庭 通 訊  光 字 第 2 號 
各位家長/監護人： 

 

2022-2023年度歸程隊及惡劣天氣停課後離校安排 

及學生個人健康紀錄表(P.2-6) 
 

為及早記錄  貴子弟於 2022-2023年度的放學安排，煩請家長細閱下列內容，並填妥資料： 
 

(一) 放學安排 

歸程隊 正常放學路線 家長須知 

1. 家長隊 由老師帶領到雨天操場放學。 必須由家長、親友或補習社老師接放學，

如仍未見到家長或親友，學生可因應老師

安排下致電聯絡家長。 

2. 褓姆車隊 褓姆車隊於雨天操場集隊，由當值老

師安排同學從 D閘離開。 

如 貴子弟當日不乘搭褓姆車，請家長自

行通知褓姆車司機，並在手冊上填寫「學

校通訊」通知班主任。 

3. 自行放學隊 由老師帶領到地下，根據學校放學安

排解散。 

如家長當日要接回 貴子弟，請家長合

作，於早上上學前通知 貴子弟放學在何

處接回他/她，以免放學時因聯絡不上，而

產生安全問題。 

 

(二) 惡劣天氣情況下採取的行動 

根據教育局新指引摘要如下： 

天氣情況 應採取的行動 

當天文台三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除非另行通知，否則照常上課(幼稚園、肢體傷殘兒童學

校及智障兒童學校除外)。 

當天文台發出八號預警/八號熱
帶氣旋警告信號 

 所有學校停課。 

當天文台以三號取代八號或以上

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三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在上午 5時 30分前發出，上午校

及全日制學校應恢復上課。 

 

暴雨警告信號 應採取的行動 

黃色  除非另行通知，否則所有學校均照常上課。 

紅色或黑色  

在上午 5時 30分至 6時前發出  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應全日停課。 

在上午 6時前至 8時前發出  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學生無須上課。 

在上午 8時至 10時 30前發出  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學生應繼續上課，直至正常放學時間

為止。並須在安全情況下，方可讓學生回家。 
※ 在特殊情況下，教育局可根據「局部地區大雨報告」宣布某個或多個地區的學校停課，家

長應密切留意電台及電視台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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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惡劣天氣情況下學生離校的安排 

 
為加強照顧學生安全及讓家長能採取適當行動，學生離校安排，詳情如下： 
 

1. 當天文台於上午 6時前發出八號或以上之颱風訊號、紅色暴雨警告訊號、黑色暴雨警告訊號、
山泥傾瀉、水浸而宣布停課，學校會關閉， 貴子弟毋須返校上課，請家長留意電台或電視
台宣布。 

2. 上午 6時正至 8時正期間，若天氣情況突然轉壞，教育局宣布全日制學校即時停課，在這情

況下， 貴子弟則毋須返校上課，唯本校校舍將會繼續開放，且安排當值人員照顧已返抵學
校的學生，直至在安全情況下，方可讓學生回家。 

3. 當天文台發出三號颱風訊號、黃色暴雨警告訊號、山泥傾瀉、水浸，而教育局又未宣布停課
時，因應當時環境情況各異，家長可自行決定 貴子弟是否返校，而學校是日不作缺席論。 

4. 上課期間教育局因天氣惡劣而宣佈全港學校停課時，本校採取相應措施，放學程序如下： 
a. 學校在雨天操場設立應變中心，接受家長查詢。 
b. 全校學生繼續留在課室內等候家長接回，各班班主任留在該班課室照顧學生。 
c. 請家長在一小時內到學校接回 貴子弟，以策安全，半小時後，仍未有家長接回之學

生，將會致電聯絡家長。 
d. 在宣佈停課後半小時，老師會安排於光字 2號通告填寫「惡劣天氣下自行回家」的學

生由班主任帶到雨天操場集合，並留校等待至警告訊號解除後，由負責老師親自接聽

作實學生得到家長批准並登記後，方可自行回家。 
e. 褓姆車司機於宣布停課時，要徵得家長同意後，方可到學校雨天操場接回「乘褓姆車」

的學生。 
 

(如學生放學意願及個人資料有變更，請家長即時通知班主任，以便更新資料。) 
 

請 貴家長詳閱以上安排，然後填妥派發給家長的紙本表格，於 9 月 8 日(一)交回 

班主任。 

 

 
 

 
 
 

                                       校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邢 毅) 
   二零二二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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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學校 2022-2023年度 
       學生歸程隊調查表及惡劣天氣停課後離校安排 

 

 (請在適當之□內以✓作表示。) 

一. 2022-2023年度歸程隊調查表： 

1. 家長隊：由家長、親友或補習社老師接放學 □  

(請於每天放學後 30分鐘內接回 貴子弟) 

2. 褓姆車隊：  

(車輛號碼：______________ 司機姓名：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 

3. 自行放學隊 □   

 

二. 惡劣天氣(颱風、紅雨、黑雨)停課後離校安排： 

自行放學(需留校等待至警告訊號解除後，致電家長核實後才可自行離校) □      

家長、親友或補習老師接回 □     乘搭褓姆車 □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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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學校 2022-2023年度 

學生個人健康紀錄表 

學生姓名：                       

使用說明 

1. 本記錄表的每一部份須由家長或學生醫生填寫，目的在於讓教職員了解學生的健康狀況，以

便在學生需要時提供適當的醫療和保健服務。 

2. 〈個人私隱條例〉訂明校方必須得到家長的同意才可將學生資料向外發放。若學生在校內發

生事故，須轉送醫療機構接受治療，校方可能要向醫護人員提供有關資料，以便學生能獲得

適當的照顧。故家長必須每年簽署紀錄表第六部分的授權書，授權學校向外發放資料，否則

當上述情況發生時，本校員工將不會向有關醫護人員提供學生任何健康狀況資料，以免抵觸

條例。 

3. 家長或學生的醫生每年需填寫及簽署健康紀錄表一次，以保有關資料的準確性。如 貴子弟

的健康及服藥情況有任何變化，請立即通知班主任，以便更新資料，確保 貴子弟在校能得

到最佳的照顧。 

4. 家長有權查詢健康紀錄表的任何資料，遇有遺誤，歡迎提出更正。 

 

(一) 健康狀況 (若 貴子弟曾患有下列病症，請家長在該欄加上「」。 

視力 
障礙 

斜視 色盲 色弱 
眼瞼部
傷痕 

聽覺 
障礙 

哮喘/呼

吸系統
疾病 

其他耳鼻

喉疾病 
心臟病 高血壓 貧血 

           

           

血友病 
消化系
統 

甲狀腺
疾病 

淋巴腺
疾病 

內分泌
科疾病 

糖尿病 腦炎 癲癇 
生殖泌
尿系統
疾病 

皮膚疾
病 

關節/
骨骼疾
病 

           

           

腮腺炎 水痘 痳疹 結核病 肝炎 
小兒痲
痺 

傷寒 
良性 
腫瘤 

惡性 
腫瘤 

重傷 
(請註明
部位) 

其他 

           

其他請注明：  

 

(二) 敏感狀況 (請以下欄內註明各項名稱或種類) 

藥物敏感  

食物敏感  

特別飲食忌限  

皮膚敏感(請註明部位)  

其他過敏性疾病  

(轉後頁繼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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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長期服用藥物資料 

學年 服藥原因 藥物資料 備註 

    

    

    

    

    

(四) 覆診或治療    

醫院/診所名稱 應診部門/專科名稱 治療情況 備註 

    

    

    

    

(五) 敝子弟 * 適宜 / 不適宜 上體育課 (如不適宜，請付醫生証明文件) 

 

(六) 家長授權書 

本人 * 同意 / 不同意 校方於有需要時向醫療人員提供此紀錄表 

 

日期：       年        月       日 家長/監護人簽署： 

 

*刪去不適用者 

**請注意 貴子弟的書包重量不宜超過體重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