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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月 22日 

敬致：全体师生及家长 

 

事关：2021 年 10 月 25日高三年段复课事项通知 

2021年 10月 25 日（星期一）为本校高三年段学生复课日，为了让师生做好复课准备，在此提

醒师生们有关复课相关事项，吁请密切关注以下事项： 

1) 复课后课程时间表 

上课时间表将按原有课表进行，请同学们务必遵照。 

2) 返校上课、上班健康注意事项 

2.1. 体温超过 37.5 摄氏度或出现症状者（如发烧、咳嗽、伤风、喉咙痛和呼吸困难），将

一律禁止进入校园。 

2.2. 所有进入校园的学生、教师和职员等，需时刻佩戴口罩（建议佩戴双层口罩），并且

使用消毒洁手液。 

2.3. 在校上课或上班期间，须保持自身良好的卫生习惯，并勤使用肥皂洗手；保持与他人

1米的社交安全距离，做好防疫措施。 

2.4. 在校上课或上班期间，若出现症状者（如发烧、咳嗽、伤风、喉咙痛和呼吸困难），

请立即回家尽速就医。 

3) 校园管制 

3.1. 7:00am后学生方可进入校园，预备铃声后到校学生将被记迟到。 

3.2. 为避免人群聚集，上学、放学时段，仅开放使用前门，以便管制人流。 

3.3. 放学后，学生应尽快离开校园，不准留校进行任何活动，以配合每天放学后的校园馆

室消毒工作。（放学时段将开放 2个前门，即增加开放靠近永一小学的另一扇大门） 

3.4. 吁请外宾尽量避免进入校园。若有要事，进入校园前务必佩戴口罩、测量体温，填妥

访客记录单后，方可进入校园。 

4) 上课地点 

复课后各班级上课地点，请自行查阅附件（放学路线图）。 

5) 有关学生下课用餐事宜 

5.1. 学生可自备食物到校，素食需自备。 

5.2. 学生可到食堂购买食物，惟必须自备饭盒及餐具。 

5.3. 在食堂打包后，学生须回到各自的课室用餐。 

5.4. 食堂将不售卖上课前的早餐。 

 

http://www.yphs.edu.my/


6) 学杂费缴交事宜 

学杂费须按学校规定照常缴交。 

2. 为确保返校师生的安全与健康，2021 年 10月 25日（星期一），上午 7 时，本校董事会

顾问拿督陈荣洲先生将协助本校师生进行冠病快篩（RTK）检测。当天进入校园后，务必按照

指示至指定课室进行快篩检测。 

 

 

 

 

 

冠病快篩（RTK）登记地点，即大门进口第一间课室。 

 

 

 

 

 

冠病快篩（RTK）检测地点，即大门进口第二间课室。 

3. 为降低 2019新冠状肺炎感染风险，本校依循教育部发布的复课标准作业程序（SOP）拟

定本校实施方案，以做好防疫措施，保障全校师生的健康和安全。在此，恳请全校师生严格遵

守措施，详读本校复课标准作业程序（SOP）。 

校园防疫，你我有责。 

谨此通知，请务必多加关注，谢谢。 

 

 

校长室 启 

  

Registration 

Room 



2021年度永平中学返校复课标准作业程序（SOP）3.0 

教职员 

1. 上班前须知 

1.1. 进入校园前必须测量体温，打卡后即刻记录当日体温（记录簿于教师办公室打卡机后方）作为

本校记录。体温超过 37.5摄氏度或出现症状者（如发烧、咳嗽、伤风、喉咙痛和呼吸困难），

不能进入校园并请尽速就医。 

1.2. 教职员需时刻佩戴口罩，并且於进入校园及出入上课地点时使用消毒洁手液。 

1.3. 教职员须保持自身良好的卫生习惯，并勤使用肥皂洗手；保持与他人 1米的社交安全距离，做

好防疫措施。 
 

2. 上班须知 

2.1. 依据教育部标准作业程序（SOP）公告，本年度将持续以 6项管理小组进行学校防疫管理，即

教·学管理组、学校设施管理组、师生卫生管理组、师生健康管理组、宿舍管理组、宣导海报

组。 

2.2. 本校 2021年度 6项防疫管理小组分配如下： 

小组 小组组长 负责事项 

教·学管理组 
教务处、 

电脑资讯中心 

网课、网课培训、学生 Google账号、监督教师教学、 

课室排列规划图 

学校设施管理组 
总务处、体育处、 

图书馆 

安排人力、协助校园每日消毒工作及维护校园环境卫生 

师生卫生管理组 

联课活动处、升学辅

导兼国际事务处、总

务处、体育处 

安排教师轮值管理下课时段卫生间、课室、食堂人流，并

确保学生保持安全社交距离、提醒学生遵守和使用校方所

准备的移动通道、上课期间巡视卫生情况 

师生健康管理组 
训育处、生活辅导处 安排教师上学前於前后门轮值站岗、监督学生进入校园状

况，并管理监督师生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宿舍管理组 舍务处、舍监 住宿生的管理与监督、测量住宿生体温并登记记录 

宣导海报组 
校长室秘书、 

董事部秘书 

张贴及管理校园防疫海报、统整学校标准作业程序（SOP） 

 

2.3. 教职员在校期间，若体温超过 37.5摄氏度（发烧症状）或出现症状者（如发烧、咳嗽、伤

风、喉咙痛和呼吸困难），将被送至隔离室进行隔离或回家尽速就医。 

2.4. 教职员须常常关注办公室桌椅的卫生整洁。 

2.5. 教职员办公室必须确保空气流通与充足的光线。 

2.6. 教职员办公室备有消毒洁手液，教职员每次进出办公室时须消毒双手。 

2.7. 教职员须按照指定的通道行走方向及楼梯单向上下的规定。 

2.8. 教师在校上课时须随时留意学生状况，若须协助救护，请尽快至训育处报告。 

2.9. 班导师须知： 

2.9.1. 掌握班级学生返校前健康状况及行程动向，并将每日学生体温记录于点名簿的“名字

栏”上。 

2.9.2. 复课前必须向班上学生宣导有关复课必须严守的卫生条规与防疫知识。 

2.9.3. 提醒学生注意保持自身卫生良好习惯，并勤使用肥皂洗手、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外出时



需佩戴口罩、若非必要避免外出。若有任何疑似症状（如发烧、咳嗽、伤风、喉咙痛和

呼吸困难），请立即就医治疗。 

2.9.4. 做好学生因病缺课登记追踪工作，若发现疫情须及时上报给本校，并配合做好疫情处置

工作。 
 

3. 下班后须知 

3.1. 教职员下班后，必须持续佩戴口罩直至到家为止。 

3.2. 请立即丢弃使用后的口罩，切勿重复使用。 

3.3. 回家后应立即洗澡，以降低感染风险。 

 

学生 

1. 上学须知 

1.1. 7:00am后学生方可进入校园，7:30am后到校学生将被记迟到。 

1.2. 为避免人群聚集，上学、放学时段，仅开放使用前门，以便管制人流。 

1.3. 校门皆设有体温测量仪，请依照指示按社交安全距离排队测量体温，并记录当日体温作为本

校记录。 

1.4. 体温超过 37.5摄氏度或出现症状者（如发烧、咳嗽、伤风、喉咙痛和呼吸困难），将一律禁

止进入校园上课。 

1.5. 若走路或骑脚车上学的学生体温超过 37.5摄氏度，须於等候区降温后再进行测量体温。 

1.6. 所有进入校园的学生，需时刻佩戴口罩。（鼓励佩戴双层口罩） 

1.7. 学生进入课室前，必须使用消毒洁手液消毒双手。 

1.8. 学生可自备消毒洁手液。 

1.9. 学生在校上课期间，须时刻保持与他人 1米的社交安全距离，严禁群聚及近距离接触。 

1.10. 学生须保持自身良好的卫生习惯，并勤使用肥皂洗手；做好防疫措施。 

1.11. 除紧急状况外，校方将不供应学生口罩。学生每天必须自备足够的口罩到校上课。 
 

2. 上课须知 

2.1. 必须确保课室空气流通与充足的光线。 

2.2. 学生上课时间内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2.3. 学生需按照规划好安全距离的座位就坐，请勿随意移动桌椅或自行并桌。 

2.4. 各班必须自备消毒洁手液。 

2.5. 上课期间学生必须留在班上，不可随意离开上课地点及到处溜达或上厕所。 

2.6. 学生必须使用指定的课室门口进出课室。 

2.7. 学生与教师讨论课业时，必须保持适当的社交安全距离。 

2.8. 学生上下楼层时，楼梯采用单行道方式，需依指定楼梯上下楼。 

2.9. 学生下课期间必须留在原课室，严格禁止在卫生间和课室走廊逗留、聊天等。 

2.10. 学生若在校上课期间，出现发烧、咳嗽、伤风、喉咙痛和呼吸困难等症状，必须立即到训育

处报备，校方将立即通知家长到校及尽速就医。 
  



3. 学生用餐须知 

3.1. 学生可自备食物到校。素食需自备。 

3.2. 学生可到食堂购买食物，惟必须自备饭盒及餐具。 

3.3. 在食堂打包后，学生须回到各自的课室用餐。 

3.4. 厨余及食物包装袋须带回家丢弃，不可丢在校园垃圾桶。 

3.5. 食堂将不售卖上课前的早餐。 

3.6. 餐具、饭盒须带回家清洗。 

3.7. 禁止家长在下课时间送餐及叫外卖。 

3.8. 禁止使用保利龙、一次性餐具、塑料盒等不环保用具。 

3.9. 禁止携带饮料、携带杯面、自热火锅、零食、糖果等不健康食品。 

 

4. 下课须知 

4.1. 勿在校园溜达。 

4.2. 请勿随意离开课室。若有需要，请先向巡堂老师出示证明方可离开（例：离班前出示

饭盒去打包、缴费回班后出示收据） 

4.3. 桌椅已做好距离规划，请勿随意移动桌椅。 

4.4. 严禁群聚聊天嬉笑玩闹及在卫生间逗留、聊天。 

4.5. 若学生欲离开课室，须向巡堂老师出示证明并征求同意，如： 

4.5.1. 去食堂打包前须出示饭盒或返回课室时须出示食堂购买的面包或饮料（无需饭盒）。 

4.5.2. 去图书馆须出示借贷或归还的书籍。 

4.5.3. 去会计部、贩卖部返回课室时须出示收据。 

4.5.4. 去厕所须携带出班通行证。 

4.5.5. 去见老师返回课室时须出示老师的签名证明 

 

5. 学生使用卫生间须知 

5.1. 各楼层卫生间将实施下课时间时的人流管制措施，请遵守指示并配合。 

5.2. 学生使用卫生间时，须维持安全距离排队进入卫生间。 

5.3. 严禁在卫生间逗留、聊天等。 

5.4. 卫生间备有洗手液，吁请学生勤洗手。 

5.5. 学生在洗手槽洗手时，务必保持安全距离。 

 

6. 学生至图书馆须知 

6.1. 学生可到图书馆借还书，但不允许在图书馆内阅读。 

 

7. 学生至办公室及各处室老师约谈须知 

7.1. 每次最多只允许 4位学生进入，3位学生在处室外排队等候。 

7.2. 进入各处室后，请站在规定范围处理事务。 

7.3. 学生在进入各处室前必须使用备好的消毒洗手液。 

7.4. 学生只能以一对一的方式与老师进行面谈。 

 

宿舍生须知 

因本校无高三年段住宿生，故宿舍暂时不开放学生入住。 
  



父母/监护人须知 

1. 为孩子提供口罩。 

2. 提醒孩子在校内保持 1米的社交安全距离和良好的卫生习惯。 

3. 监督孩子的健康状况，一旦出现症状应立即通知校方并接受有关单位的健康咨询。 

4. 父母或监护人请勿让有 2019新冠状肺炎症状（如发烧、咳嗽、伤风、喉咙痛和呼吸困难）的孩子到

校上课。 

5. 请遵守卫生部、教育部和校方发布的标准作业程序（SOP）。 

 

校园守卫须知 

1. 做好自身防护、佩戴口罩与手套等防护用品；每天应测量体温 2次。 

2. 工作期间，若有任何疑似症状（如发烧、咳嗽、伤风、喉咙痛和呼吸困难），应立即离开岗位并前

往就医。 

3. 加强校门的门卫管理，凡是进入校门的人员，必须经过体温测量、佩戴口罩后方可进入校园。 

4. 对外来人员（除教职员、学生）应做好登记记录。 

 

  



本校校园防疫规划与行动路线 

  

体温测量仪 

校门口将设有体温测量仪，请依照指示按社交安

全距离排队测量体温，并记录当日体温作为本校

记录。 

训育处（社交安全距离排队等候区） 

每次最多只允许 3位学生在处室外排队等候。 

 

 

教务处（社交安全距离排队等候区） 

每次最多只允许 3位学生在处室外排队等候。 

教务处（请站在规定范围处理事务） 

每次最多只允许 4位学生进入，进入处室前必须

使用备好的消毒洗手液。 



 

 

联课活动处（社交安全距离排队等候区） 

每次最多只允许 3位学生在处室外排队等候。 

联课活动处（请站在规定范围处理事务） 

每次最多只允许 4位学生进入，进入处室前必须

使用备好的消毒洗手液。 

  

辅导处（社交安全距离排队等候区） 

每次最多只允许 3位学生在处室外排队等候。 

辅导处（请站在规定范围处理事务） 

每次最多只允许 4位学生进入，进入处室前必须

使用备好的消毒洗手液。 



  

图书馆 

学生可到图书馆借还书，但不允许在图书馆内阅

读。 

图书馆 

学生可到图书馆借还书，但不允许在图书馆内阅

读。 

 

 

贩卖部（社交安全距离排队等候区） 

请按照规划好的社交安全距离等候线排队，确保

与他人间保持 1米的社交安全距离。 

缴学费处（社交安全距离排队等候区） 

请按照规划好的社交安全距离等候线排队，确保

与他人间保持 1米的社交安全距离。 



 
 

上课地点（规划社交安全距离座位） 

请勿随意移动已做好社交安全距离规划的桌椅。 

上课地点（规划社交安全距离座位） 

请勿随意移动已做好社交安全距离规划的桌椅。 

 
 

卫生间（社交安全距离排队等候区） 

请按照规划好的社交安全距离等候线排队，确保

与他人间保持 1米的社交安全距离。 

卫生间洗手槽（务必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请按照规划好的社交安全距离使用洗手槽，卫生

间备有洗手液，吁请学生勤洗手。 



  

  

食堂取餐入口（采单行道方式） 

全校采用单行道方式，请使用指定入口至食堂堂

食。 

食堂取餐出口（采单行道方式） 

全校采用单行道方式，取餐后请使用指定出口离

开食堂。 

 

  

食堂取餐动线（档口 1） 

请按照规划好的社交安全距离等候线排队，并且

依据箭头指示移动脚步。 

食堂取餐动线（档口 2） 

请按照规划好的社交安全距离等候线排队，并且

依据箭头指示移动脚步。 



  

楼梯采单行道方式（上楼楼梯） 

上下楼层时，楼梯采用单行道方式，需依指定楼

梯上下楼。 

楼梯采单行道方式（下楼楼梯） 

上下楼层时，楼梯采用单行道方式，需依指定楼

梯上下楼。 

  

楼梯采单行道方式（高一诚旁为上楼楼梯） 

上下楼层时，楼梯采用单行道方式，需依指定楼

梯上下楼。 

楼梯采单行道方式（一楼男厕旁为下楼楼梯） 

上下楼层时，楼梯采用单行道方式，需依指定楼

梯上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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