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龍太子道 258 號
電話 ：2336 2241

St. Teresa’s Church

Sunday School

聖德肋撒天主堂

主日學

主日學課堂及彌撒安排——6 月份
各位主日學學生家長：
在公開彌撒仍然維持 30%入座上限期間，主日學將繼續實施面授課和線上 Zoom 課並行制。

6 月份各班的安排如下：
望德一、

望一

望二、

望德二

6月5日

望三

愛四、

愛一、

愛六、

愛二、

愛七、

愛三

愛八、愛九

愛五

線上 Zoom

面授

面授

線上 Zoom

面授

6 月 12 日

面授

線上 Zoom

面授

面授

線上 Zoom

6 月 19 日

面授

面授

線上 Zoom

線上 Zoom

面授

6 月 26 日

面授

面授

面授

線上 Zoom

線上 Zoom

註：

面授

（1） Zoom 上線連結、會議 ID 和密碼不變，請參閱 4 月 14 日之通告。將來若因保
安或其他理由而有所改動，將透過班導師通知家長。
（2） 當政府或教區宣布暫停公開彌撒時，主日學將全面推行線上 Zoom 課。

課堂和彌撒安排與之前的相同，請家長與孩子參見各附錄重溫細節，更新過之內容乃以顏色顯示：

o

附錄（一）：時間表

o

附錄（三）：防疫措施

o

附錄（二）：出席紀律

o

附錄（四）：參與線上 Zoom 課注意事項（含新指引）

6 月 26 日是主日學本學年的最後一課，接着的 7 月至 9 月初是暑假。望班和愛班家長若有意讓
孩子繼續參與 2021-22 年度主日學，請參閱 5 月 17 日之通告，並於 6 月 19 日或之前提交留位申請。
主日學亦鼓勵家長，於暑假期間，繼續每主日帶孩子參與彌撒，也讓他們積極參與堂區服務。請
參閱 5 月 8 日和 21 日之通告。
如有疑問，請與班導師聯絡。
祝 聖神光照！

聖德肋撒堂 主日學
邱秀嫻 謹啟

2021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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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時間表

面授課日程

線上 Zoom 課日程

線上 Zoom 課日程

時間

（各班）

（望一至三）

（愛一至九）

2:45

在副堂／聖體小堂外探熱及

同學可提早上 Zoom（註）

搓手消毒後到課室

班導師在 Zoom 課室準備，準備好則同學可提早入課室

上課

同學必須上線，先進入 Zoom 禮堂，然後將逐一被安排入

3:00

Zoom 課室，上課
4:00
4:10

有序進入聖堂準備參與彌
撒，靜默，收斂心神

小息（期間保持在 Zoom 上）
；4:10 在 Zoom 課室集合好
集中 Zoom 禮堂準備參與彌撒，靜默，收斂心神

4:15

主日提前彌撒（現場參與）

主日提前彌撒（同步直播）

約 5:15

彌撒結束後，同學按班導師

彌撒結束後，同學分班返回

彌撒結束後，同學可自行離

指示，有序地列隊，到聖堂

Zoom 課室，由班導師點名

開 Zoom

正門外解散

後解散

註：主日學將於 2:45 起方開放 Zoom 平台讓學生入場，於此時間前上線的，將需等候。

附錄（二）：出席紀律
o 望德班和望班同學分別準備於本學年和下學年領受堅振聖事，課堂將涵蓋聖事班核心課程。不論
面授還是線上 Zoom，同學也必須出席課堂及彌撒（請參考學生手冊第 2 頁第 4 點）
，若同學未能
出席，請家長向班導師請假。
o 愛班同學出席課堂和彌撒，不論面授還是線上 Zoom，主日學亦將點名。面授課的點名紀錄，將計
入個別同學出席紀錄，若同學未能出席，請家長向班導師請假。線上 Zoom 課的點名紀錄，將作
統計各班整體出席情況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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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防疫措施
請各位家長和同學合作，以認真謹慎的態度，支持主日學所執行的各項防疫措施，愛護身邊每一
位近人，並為堂區及社會防疫抗疫出力。
o 同學出席 4 月份第一堂面授課前，家長應已向班導師作出以下健康申報。同學每次出門到聖堂出
席面授課和實體彌撒前，請家長和孩子一起重溫申報內容，若有變更，請家長立即向班導師再申
報。
～～～
就小兒／小女（學生名字）＿＿＿＿＿＿＿＿的健康狀況，本人申報如下：
o 小兒／小女在過往 14 天沒有離開香港。
o 小兒／小女及同住的人士沒有證實患上 2019 冠狀病毒病。
o 小兒／小女及同住的人士沒有被衞生署界定為 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
o 小兒／小女不是被納入接受強制檢測之人士；或若是，則已接受強制檢測並取得陰性檢測
結果。
o 小兒／小女沒有傳染病病徵（如：咳嗽、氣促、呼吸困難、咽喉痛或其他傳染病徵狀）
。
o 本人將於以上情況發生變化時，馬上再向主日學申報。
注意：若以上申報不適用者，請向班導師交代個別情況。
～～～
o 保持戴上口罩，請也另備兩個乾淨口罩在有需要時可替換。
o 同學進入課室前必須探熱及搓手消毒。為嚴格遵守法例，家長或其他人士均不得進入課室。
o 座位保持適當距離，請同學在課室和聖堂時均按班導師指示就座。
o 請同學帶備書本、學生手冊、
《兒童感恩祭》和彌撒小冊子。每主日的彌撒小冊子可於星期六早上
起在此連結下載，鼓勵以「小冊子」
（booklet）或「每面雙頁」
（2 on a page）模式雙面打印給孩子
與《兒童感恩祭》同用。
o 水機暫停使用，可自備能重複蓋緊的樽裝飲料，清水最佳。不可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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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參與線上 Zoom 課注意事項
o 參與 Zoom 課，同學可利用電腦、平板或手機，用 4 月 14 日之通告所示之連結或會議 ID 和密碼
上線。請保管好連結、會議 ID 和密碼自用，以保障大家的資訊安全。若之後因保安或其他理由而
有所改動，將透過班導師通知家長。
o 上線名字：請同學必須以指定格式列示名字上線（例：望一

陳大文）
，先班別，後中文名字，以

便辨識及快速分組。請大家理解，把身份不明之人士放入場是有風險的，敬請配合上線名字要求。
o 用 Zoom1的基本設備與方法
（1） 用電腦上線的，請備視像鏡頭（以輸入視訊）和咪／麥克風（以輸入聲音）
。一般手提電腦
（與平板或手機一樣）已內置此等設備。
（2） 首次使用 Zoom 的，可在電腦、平板或手機上直接點選（或鍵入）上述的 Zoom 連結，系
統將提示下載並安裝 Zoom 程式，接着應可直接上線參與主日學。若未能直接上線，請開
啟已下載好的 Zoom 程式，點選「加入會議」
（Join a meeting）
，再鍵入會議 ID 和密碼便可。
若用平板或手機而未能即時連接音訊，請在左下方試點選「加入音訊」
（Join audio）
，然後
點選「經由網際網路撥打」
（Call over Internet）
。
（若有需要相關詳細說明，請參見附註 1 之
網頁資料。）
（3） 請最少每月更新 Zoom 程式一次至最新版本，以善用其最新包括保安方面的功能。
o 主日學線上 Zoom 課堂將以即時授課形式進行，請同學開鏡頭和積極參與課堂互動。
o 彌撒是以即場形式或直播形式舉行，請同學開鏡頭、挺直腰背、保持專注，並積極隨領經領唱答
經唱詠。我們亦鼓勵家人與孩子同用一機參與彌撒。
o 線上模式有限制：
（1） 參與者機數設上限，每同學只能以一機上線，家人參與彌撒也請同用一機。
（2） Zoom 未能支援多機同時發聲，為達最佳音效，在有需要時，尤其彌撒期間或有參與者發出
雜聲時，相關參與者將被置靜音狀態。
o 常見上線問題解答
（1） 密碼錯誤：請以英文半形輸入密碼（全形有如「Ｆｕｌｌ—ｗｉｄｔｈ！」每字母佔一中
文字空間；半形有如「Half-width!」佔半或較窄空間）。全形／半形之切換可用 Shift-space
（Windows）或 Caps（Mac）
。又或可開啟最新的密碼通告檔，直接點選連結或複製連結後
貼在網絡瀏覽器軟件上（copy & paste link to browser）上線，便不用鍵入會議 ID 或密碼。
（2） 在等候室久等未能入場：請退出並查看是否已按指定格式列示名字上線，先班別，後中文
名字。未能鍵入中文字的，請以「Love」代表「愛」、「Hope」代表「望」和「HHope」代
表「望德」。未符合列示格式者，將會延誤入場（於 4:00 後的彌撒時段將甚或被拒入場）
。
（3） 用連結上線未能改名：這是因為上線用機已登入了一個 Zoom 帳號，所以 Zoom 為方便帳
號用戶，會假設是以該帳原設定用名入 Zoom。解決方法有兩個： ① 上 Zoom 前更改 Zoom
帳設定用名，或 ② 上 Zoom 前登出 Zoom 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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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upport.zoom.us/hc/zh-tw/articles/201362193-Joining-a-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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