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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境外學生版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暑期上課日」(14/7-17/7)  
網上實時課堂 

 

目的：  教育局於 7 月 10 日下午宣佈全港中小學幼稚園提早放暑假，原定的

 「暑期上課日」，學校會進行「網上實時課堂」。 

 
對象： 全校中一至中五級學生。 

 

形式： 預計 ZOOM 系統未能同時負荷整級學生，及部份學生因疫情未能回港。

網 上實時課堂將分為兩部份 (A) 香港境內學生將以 Google Meet 實時授

課 ，  (B) 境外學生以 ZOOM「觀看實時課堂教學錄像」形式進行。  
 
日期： 「暑期上課日」(14/7-17/7)，因裝設軟件需時，「網上實 時課堂」將由

  14/7(星期二)上午開始，好讓學生/老師作好準備。 
 
時間： 
 
 
 
 
重要事項： 
1. 每日共三或四節課堂。科任老師將會利用課堂進行教學，學生如於課堂有疑問

等，學生可以發問，老師將會解答學生。  
2. 為方便課堂暢順，學生須預先安裝「Google Classroom」、「Google Meet」、

「Zoom」及「Schoology」軟件。當日預早 5-10 分鐘登入等候上課，並準備好文

具及書本。 
3. 家長須提醒學生在上課時須注意自己容貌，不應擅自離開課堂，並嚴禁錄影，以

保障學生私隱。一經證實，校方將會嚴肅處理。  
4. 帳號如下: 

級別 科目 Zoom 會議號 Zoom 密碼 Schoology Access Code 
中一 

 

619 375 5716 zxcvbnm 2QB2-FWGR-SWMSZ 
中二 722 214 2446 zxcvbnm 2QB2-FWGR-SWMSZ 
中三 250 605 8285 zxcvbnm 2QB2-FWGR-SWMSZ 
中四 259 952 7970 zxcvbnm 2QB2-FWGR-SWMSZ 
中五    

5. 如家長有任何技術疑難，歡迎隨時致電 24676672 與學校或班主任查詢。 
 
項目統籌： FSL, CHC, HHH, HFK , WWK …  
 
 
如遇上惡劣天氣，或/及教育局宣佈停課，當日「網上實時課堂」 
將會取消。 
  

香港境內學生 
Google Meet 實時授課課堂於上午 9:00 – 下午 12:40 
 

境外學生 
ZOOM「觀看實時課堂教學錄像」中午 12:00 – 下午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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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境外學生版  
中一 網上課堂 時間表 

 

13/7-17/7      

時段 Mon (13/7) Tue (14/7) Wed (15/7) Thur (16/7) Fri (17/7) 

12:00-12:40  普腦    

1:00-1:40  科初 中史 視藝 音樂 

2:00-2:40  設技 數學 English 家政 

3:00-3:40  English 普話 中文 數學 

 
中二 網上課堂 時間表 

 

13/7-17/7      

時段 Mon (13/7) Tue (14/7) Wed (15/7) Thur (16/7) Fri (17/7) 

12:00-12:40  體育   視藝 

1:00-1:40  佛學 設技 通識 普腦 

2:00-2:40  家政 科初 數學 中文 

3:00-3:40  數學 中文 English 中史 

 
 

中三 網上課堂 時間表 
 

13/7-17/7      

時段 Mon (13/7) Tue (14/7) Wed (15/7) Thur (16/7) Fri (17/7) 

12:00-12:40  普話    

1:00-1:40  視藝 音樂 體育 化學 

2:00-2:40  通識 佛學 生物 中史 

3:00-3:40  中文 English 數學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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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 網上課堂 時間表 
 

13/7-17/7      

時段 Mon (13/7) Tue (14/7) Wed (15/7) Thur (16/7) Fri (17/7) 

12:00-12:40  M2 English M2  

1:00-1:40  數學 通識 中文 中文 

2:00-2:40  English 數學 通識 數學 

3:00-3:40  X1 X2 X1 English 

 
中五 網上課堂 時間表 

 

13/7-17/7      

時段 Mon (13/7) Tue (14/7) Wed (15/7) Thur (16/7) Fri (17/7) 

12:00-12:40  中文 M2   

1:00-1:40  通識 數學 數學 English 

2:00-2:40  English 通識 中文 通識 

3:00-3:40  X2 X1 X2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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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網上實時課堂」學生指引 

 

(1) 安裝 Zoom 軟件所需設備：智能電話、平板電腦、手提電腦、桌上電腦 

 

 下載 Zoom 會議用戶端 https://zoomvideo.cn/download/ 

 

 

 

Zoom 會議移動端  掃碼自動識別下載

iOS 或 Android 系統對應的 App，安裝完

成後即可在移動端開啟 Zoom 雲會議。 

登入 Schoology 學習平臺 

www.schoology.com 或 

Schoology 學習平臺 電腦網上版 

 

 

     

 

 

(2) 加入網上實時課堂 (請同時參閱所屬級別的上課時間表) 

 學生均會獲發子女就讀班別的上課時間表 

 包括相關的課程 ID 及會議密碼會由班主任發放 

 請小心保存有關資料，切勿轉發校外人士。 

  

(3) 參與課堂的方法如下： 

(i) 課堂前準備 

 每節時間約四十分鐘。請學生在課堂開始前五至十分鐘開啟連結，等候

上課。 

 學生必需填寫真實班別、班號及姓名，如:6E01 陳小天，作點名之用。 

 請在家裡選擇一個寧靜的地方上課。 

 學生須預備該科需要之課本、作業、文其及筆記簿等。 

 學生須檢查相關器材的「音訊」及「視訊」是否連接正常。建議學生配

戴耳機上課，以便聆聽老師的教學及回應老師的提問。 

 如學生開敢視訊展示自己的容貌，請注意儀容、衣服整潔，不可穿睡

衣。 

 如學生在開始時未能自行登入上課，家長可從旁協助，然後應讓學生獨

自上課，以訓練學生的自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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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課堂期間 

 網上課堂與日常課堂無異，學生需專心上課。 

 上課期間不可隨意發出聲音，並注意自己的言行。如欲發言，需先按

鍵，等候老師回應。 

 學生在上課期間不宜進食、不應無故發出噪音、不應玩弄使用中的電子

設備，以免影響學習進度。 

 上課期間不應擅自離開課堂，如途中有需要上洗手間，可自行離開一

會，然後繼續課堂。 

 為保障各方私隱，同學不可在課堂時進行任何錄影、錄音、拍照、截園

或轉播，如有發現，學校必定嚴正處理及跟進。 

 不可向他人透露網上授課的會議 ID、密碼及相關資料。 

 

(iii) 課堂後：課堂片段會被錄影，並放在 Google Classroom 或 Schoology 學習平

 台。 

 

(iv) 參與實時網上課堂規則： 

 同學應以認真學習的態度參與實時網課，更應當尊重所有網上課堂的參

與者。 

 老師或同學展示容貌上課，是為了方便互動學習，在網上授課期間，除

非得到他人同意，否則切勿攝錄他人容貌或聲音，亦嚴禁錄影課堂內

容。 

 如未得他人同意而進行任何攝錄行為，這不但違反校規，更可能侵害他

人的私隱，對他人造成嚴重的傷害，一經證實，校方將會嚴肅處理。 

 

(5) 技術支援 

 如網上學習過程遇上技術問題，可於星期一至五早上八時半至下午一時致

電 24676672 回校，留下個人資料及概要說明問題，學校會轉介至技術支

援人員跟進。 
 
  



 
 

6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網上實時課堂：保障兒童私隱」家長指引 

 
(a) 學校方面： 

 課堂著同學顯示班別、班號及姓名目的是為核實出席者身份，此資料只作

出席點名記錄。 

 如該課堂進行錄影，老師會於錄影前向各同學說明。此錄影亦只會作教學

用途，未得到授課老師的同意，不會用於其他用途。 

 如沒有特別需要，錄影之課堂會於正式復課後一個月內銷毀。 

 師生有權查閱及改正自己的個人資料。 

 

(b) 家長方面： 

 家長可考慮啟用互聯網家長設定的使用控制，以管理子女在互聯網使用的

情況，並阻擋不適當的內容。 

 此外，家長應事前多與子女溝通他們的使用情況，並教導他們多加注意，

例如：遇到有可疑的網站或電子郵件時，切勿按下網站連結及下載文件或

應用程式，並即時向校方查證真偽；發送或上載信息到軟件和平台前，應

仔細檢查內容和收件人；不需要使用這些網上學習工具時，謹記關閉鏡頭

和麥克風的功能。 

 家長收到指引後，與學生仔細閱讀，因指引中有詳細解釋有關軟件的下載及使

 用方法，以及有關課堂的房間編號及登入密碼。 

 進入課室後，提醒學生須填寫真實班別、班號及姓名，如: 「3E01 陳小天」，

 作點名之用。 

 家長須提醒學生在上課時須注意自己容貌，不應擅自離開課堂，並嚴禁錄

 影，以保障學生私隱。一經證實，校方將會嚴肅處理。 
 
 

 技術支援 

 如網上學習過程遇上技術問題，可於星期一至五早上八時半至下午一時致

電 24676672 回校，留下個人資料及概要說明問題，學校會轉介至技術支

援人員跟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