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粉 嶺 官 立 小 學 
新 界 粉 嶺 祥 華 邨 

電話：2669 2024  傳真：2677 6202 

電郵：fgpsa@edb.gov.hk  網址：http://www.fgps.edu.hk 

 

2016 / 2017 年度 甲類通告  第 042 號 

有關「上學期試後活動」、「上學期一至五年級家長日」、 

「教師專業發展日及農曆新年假期」及「熱帶氣旋或持續大雨」事宜 

 
各位家長： 

(一) 本校將於一月十六日 (星期一) 至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上課期間，為學生安排科技、話劇及講座  

 等試後活動，其餘時間則按時間表上課。(見後頁附件一) 

 

(二) 為增進家長與教師雙方對你的孩子的了解，以便提高管教效能，本校已於十二月進行六年級上學期  

 家長日。現定於二月十日（星期五）舉行「上學期一至五年級家長日」，是日全校學生不用回校上  

 課。屆時一至五年級家長可在課室單獨與班主任會面，細閱你的孩子的考卷，討論他們的學業和品  

 行問題，並領取上學期期考成績報告表。請各家長依下表中畫有 「 」號的時間及所列之地點， 

 親自或委任一位成年親屬出席。 

約見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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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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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 

/ 

09:00 

09:00 

/ 

09:30 

09:30 

/ 

10:00 

10:00 

/ 

10:30 

10:30 

/ 

11:00 

11:00 

/ 

11:30 

11:30 

/ 

12:00 

12:00 

/ 

12:30 

地點 本校           樓          室 

 

(三) 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三)為教師專業發展日，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四)至二月四日(星期五)為農曆新年假  

    期，學生不用上學。二月六日(星期一)是下學期開學日，學生照常上課。 

 

(四) 本校於學期初已根據教育局指引，利用學校甲類通告006號把遇有熱帶氣旋或持續大雨時應採取的

行動及注意事項通知家長。現再給予家長「熱帶氣旋或持續大雨」家長須知，請家長留意，以保障

學生的安全。(詳見附件二) 
 

 

 

 

                   _______張燕媚___________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一日              (張燕媚校長) 

 

------------------------------------------------------------------------------------------------------------------------------------------- 

回   條 

張校長： 

本人已收到粉嶺官立小學 2016/2017 年度甲類通告第 042 號，有關「上學期試後活動」、「上學期一

至五年級家長日」、「教師專業發展日及農曆新年假期」及「熱帶氣旋或持續大雨」事宜，經已知悉。 

只供一至五年級家長填寫： 

本人將   □ 親自   /   □ 委派代表   /   □ 無暇    依時出席上學期家長日。 

 

     (     )班學生(   ) 

二零一七年一月   日           家長簽署：                    

mailto:fgpsa@edb.gov.hk
http://www.fgps.edu.hk/


                                                                                  附件一 
上學期試後活動 

日期 活動 

16/1 (一) 

P.5EFGH 服務學習日 (課室) 

P.6EFG 常識科 STEM 活動 (活動室) 

P.4-5ABCD「寶石的困惑」話劇 (禮堂) 

P.3-4 旅遊講座 (禮堂) 

P.5-6 班會活動 (課室) 

P.3C 參觀海洋公園 (出外) 

P.1C 參加健康檢查 (出外) 

部份學生參加戶外學習日 (出外) 

17/1 (二) 

P.1-6 買書 (禮堂) 

P.5EFGH 服務學習日 (課室) 

P.4 匯報技巧工作坊 (禮堂) 

P.4D 參觀 Pizza Express (出外) 

P.3B 參觀海洋公園 (出外) 

P.1E 參加健康檢查 (出外) 

18/1 (三) 

P.1-6 買簿 (地下大堂) 

P.5-6 營養講座( 禮堂) 

P.3A 參觀海洋公園 (出外) 

19/1 (四) 

P.1-4 濫用救護車講座 (禮堂) 

P.1 參觀救護車 (停車場) 

P4-5 健康不賭波講座 (禮堂和籃球場) 

P.1D 參加健康檢查 (出外) 

P5EFGH 服務學習日 (出外) 

20/1 (五) 

P.4 常識科 STEM 活動 (禮堂) 

部份學生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出外) 

部份學生參加戶外學習日 (出外) 

23/1 (一) 

P.6ABCD 常識科 STEM 活動 (禮堂) 

P.3 常識科 STEM 活動 (活動室)  

P.1-3 普通話日 (地下大堂) 

P.4-5 尊重知識產權話劇 (禮堂) 

24/1 (二) 

P.5-6 學生大使培訓 (禮堂) 

P.1-2 環保教育劇場 (禮堂) 

P.1-3 部份學生參加電腦比賽 (五樓電腦室) 

P.4-6 普通話日 (地下大堂) 

25/1 (三) 教師專業發展日 (學生無需回校) 

26/1(四) - 4/2(五) 農曆新年假期 

6/2(一) 下學期開學日，學生照常上課 

 



                     粉嶺官立小學                         附件二 

2016-2017 年度有關「熱帶氣旋或持續大雨」家長須知 

本校於學期初，已根據教育局指引，利用學校通告把遇有熱帶氣旋或持續大雨時應採取的行動及注

意事項通知家長。現把有關事宜再詳列如下： 

 

一. 遇有可能影響本港的熱帶氣旋時，以下安排將會適用，而 教育局亦會就此發出適當的公佈： 

 

天氣情況 應採取的行動 

當天文台發出一號熱帶氣旋警告信

號  

所有學校（包括幼稚園）應照常上課。 

當天文台發出三號熱帶氣旋警告信

號 

所有幼稚園停課；除非另行通知，否則其他學校應照常上課。 

當天文台發出八號預警/八號或以上

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所有學校均應停課。 

 

二. 遇有影響本港的持續大雨，有關當局會發出「黃色」、「紅色」或「黑色」的預報信號，並透過電台

及電視台作出廣播。在這情況下，以下安排將會適用，而教育局亦會發出適當的公佈： 

 

暴雨警告信號 應採取的行動 

黃色 ＊所有學校（包括幼稚園）應照常上課。 

紅色或黑色  

          (1) 在上午5:30-8:00發出 ＊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應全日停課。 

          (2) 在上午8:00後發出 ＊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應繼續上課，直至正常放學時

間為止，並應在安全情況下，方可讓學生回家。 

 

三. 在上課時間前：本港可能受熱帶氣旋或持續大雨影響，教育局會按情況需要，在電台及電視台發出

公佈，通知家長學校將會停課或暫時停課，教育局將於早上五時三十分前向上午校及全日制學校發

出公佈，此等公佈會定時多次重播。 

 

四. 若教育局在部份學生已離家上學後才公佈停課，未出門上學的學生應留在家中，至於已抵達學校的

學生，則須留在校內由當值教師暫為照顧。家長必須盡速來校接回留校學生歸家，以策安全。 

 

五. 在上課時間內：如教育局知道天氣情況可能迅速惡化，將會在各電台或電視台公佈學校須立即停課。

請家長注意廣播，盡快來學校接回學生回家。 

 

六. 在特殊情況下，教育局可宣佈某個或多個地區學校停課。在該等地區居住的學生即使就讀另一區的

學校，亦無須回校上課。因此家長及學生應確知學校所在地區以及住處所屬地區的名稱，以作適當

處理。本校所屬區域是北區。 

 

七. 家長可因應天氣惡劣情況自行決定應否讓子女上學。假如居住地區的天氣、道路、斜坡或交通情況
惡劣，為保障子女安全，家長便應讓子女留在家中。對於受惡劣天氣或水浸影響而遲到或由家長決
定於當日缺課的學生，學校會酌情處理，有關學生不會因而受到處分。 

 

八. 如在本校考試期間遇到停課，則依照考試時間表順序延期舉行。因居住地區的天氣惡劣導致無法返

校或遲到的學生，如遇到校內測驗或考試，校方會另作適當安排，學生也不會受到處分。 

 

九. 請閱後頁有關教育局「家長電子專遞」─「惡劣天氣下，應否讓子女上學？」。 

 

 

 



 惡劣天氣下，應否讓子女上學？ 

  

惡劣天氣下，應否讓子女上學？ 

  

隨著二零一六年雨季的來臨，請各位家長對惡劣天氣保持警覺。 

          

遇有熱帶氣旋或持續大雨影響香港，教育局會根據香港天文台提供的最新資訊，透過電台、電視台、教

育局網頁（http://www.edb.gov.hk/）、教育局 24 小時熱線(電話: 2891 0088)及香港政府一站通 

（http://www.gov.hk/tc/theme/govhknotifications/?category=OGCMN052*&lang=tc）宣布當日相應時段

的學校停課安排。家長請密切留意以上渠道的公布，以了解最新的安排。 

  

有關熱帶氣旋及持續大雨下的學校安排，家長可點擊以下連結以參閱詳情︰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sch/sch-safety/index.html 
  

家長亦可透過天文台的學校天氣資訊網頁（http://www.hko.gov.hk/school/mainc.shtml）、打電話問天

氣系統（電話:1878200）及流動應用程式「我的天文台」（http://www.hko.gov.hk/myobservatory_uc.htm）

了解最新的天氣情況。 

  

此外，天文台的「大珠江三角天氣網站」，一站式提供區內多個城市的最新天氣警告、預報及實況資料，

以便跨境學童及家長在上學前作參考（http://www.prdweather.net/index_uc.htm）。 

 
 

                                                                 資料來源：教育局網頁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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