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人健康聲明記錄表

注：家長應關注貴子弟每天的健康狀況，於每週日如實填寫資料並簽名作實。

　　此表每週一或每週回校首天班主任將作檢查；往後日子，貴子弟若曾出現發燒、離澳或接觸過新冠肺炎確診病人，如為上學日，家長需即日致電與班主任聯繫；

         如非上學日，則需於假後首個上學日與班主任聯繫。

　　 　　

姓名： 班別： 學號：

   本週日期：2月15日 至 2月21日    本週日期：3月8日 至 3月14日

 1. 學生健康狀況  1. 學生健康狀況

□在日期              至                 曾出現發燒/急性咳嗽/咽痛/氣促 □在日期              至                 曾出現發燒/急性咳嗽/咽痛/氣促

□本週沒有出現以上症狀 □本週沒有出現以上症狀

 2. 過去14日內有否離開過澳門？  2. 過去14日內有否離開過澳門？

□沒有 □沒有

□有，在              至                  曾到 □有，在              至                  曾到

   本週日期：2月22日 至 2月28日    本週日期：3月15日 至 3月21日 

 1. 學生健康狀況  1. 學生健康狀況

□在日期              至                 曾出現發燒/急性咳嗽/咽痛/氣促 □在日期              至                 曾出現發燒/急性咳嗽/咽痛/氣促

□本週沒有出現以上症狀 □本週沒有出現以上症狀

 2. 過去14日內有否離開過澳門？  2. 過去14日內有否離開過澳門？

□沒有 □沒有

□有，在              至                  曾到 □有，在              至                  曾到

   本週日期：3月1日 至 3月7日    本週日期：3月22日 至 3月28日

 1. 學生健康狀況  1. 學生健康狀況

□在日期              至                 曾出現發燒/急性咳嗽/咽痛/氣促 □在日期              至                 曾出現發燒/急性咳嗽/咽痛/氣促

□本週沒有出現以上症狀 □本週沒有出現以上症狀

 2. 過去14日內有否離開過澳門？  2. 過去14日內有否離開過澳門？

□沒有 □沒有

□有，在              至                  曾到 □有，在              至                  曾到

家長簽名確認：

家長簽名確認：

家長簽名確認： 家長簽名確認：

家長簽名確認：

家長簽名確認：



個人健康聲明記錄表

注：家長應關注貴子弟每天的健康狀況，於每週日如實填寫資料並簽名作實。

　　此表每週一或每週回校首天班主任將作檢查；往後日子，貴子弟若曾出現發燒、離澳或接觸過新冠肺炎確診病人，如為上學日，家長需即日致電與班主任聯繫；

         如非上學日，則需於假後首個上學日與班主任聯繫。

　　 　　

姓名： 班別： 學號：

   本週日期：3月29日 至4月4日    本週日期：4月19日 至 4月25日

 1. 學生健康狀況  1. 學生健康狀況

□在日期              至                 曾出現發燒/急性咳嗽/咽痛/氣促 □在日期              至                 曾出現發燒/急性咳嗽/咽痛/氣促

□本週沒有出現以上症狀 □本週沒有出現以上症狀

 2. 過去14日內有否離開過澳門？  2. 過去14日內有否離開過澳門？

□沒有 □沒有

□有，在              至                  曾到 □有，在              至                  曾到

   本週日期：4月5日 至 4月11日    本週日期：4月26日 至 5月2日 

 1. 學生健康狀況  1. 學生健康狀況

□在日期              至                 曾出現發燒/急性咳嗽/咽痛/氣促 □在日期              至                 曾出現發燒/急性咳嗽/咽痛/氣促

□本週沒有出現以上症狀 □本週沒有出現以上症狀

 2. 過去14日內有否離開過澳門？  2. 過去14日內有否離開過澳門？

□沒有 □沒有

□有，在              至                  曾到 □有，在              至                  曾到

   本週日期：4月12日 至 4月18日    本週日期：5月3日 至 5月9日

 1. 學生健康狀況  1. 學生健康狀況

□在日期              至                 曾出現發燒/急性咳嗽/咽痛/氣促 □在日期              至                 曾出現發燒/急性咳嗽/咽痛/氣促

□本週沒有出現以上症狀 □本週沒有出現以上症狀

 2. 過去14日內有否離開過澳門？  2. 過去14日內有否離開過澳門？

□沒有 □沒有

□有，在              至                  曾到 □有，在              至                  曾到

家長簽名確認： 家長簽名確認：

家長簽名確認： 家長簽名確認：

家長簽名確認： 家長簽名確認：



個人健康聲明記錄表

注：家長應關注貴子弟每天的健康狀況，於每週日如實填寫資料並簽名作實。

　　此表每週一或每週回校首天班主任將作檢查；往後日子，貴子弟若曾出現發燒、離澳或接觸過新冠肺炎確診病人，如為上學日，家長需即日致電與班主任聯繫；

         如非上學日，則需於假後首個上學日與班主任聯繫。

　　 　　

姓名： 班別： 學號：

   本週日期：5月10日 至 5月16日    本週日期：5月31日 至 6月6日

 1. 學生健康狀況  1. 學生健康狀況

□在日期              至                 曾出現發燒/急性咳嗽/咽痛/氣促 □在日期              至                 曾出現發燒/急性咳嗽/咽痛/氣促

□本週沒有出現以上症狀 □本週沒有出現以上症狀

 2. 過去14日內有否離開過澳門？  2. 過去14日內有否離開過澳門？

□沒有 □沒有

□有，在              至                  曾到 □有，在              至                  曾到

   本週日期：5月17日 至 5月23日    本週日期：6月7日 至 6月13日 

 1. 學生健康狀況  1. 學生健康狀況

□在日期              至                 曾出現發燒/急性咳嗽/咽痛/氣促 □在日期              至                 曾出現發燒/急性咳嗽/咽痛/氣促

□本週沒有出現以上症狀 □本週沒有出現以上症狀

 2. 過去14日內有否離開過澳門？  2. 過去14日內有否離開過澳門？

□沒有 □沒有

□有，在              至                  曾到 □有，在              至                  曾到

   本週日期：5月24日 至 5月30日    本週日期：6月14日 至 6月20日

 1. 學生健康狀況  1. 學生健康狀況

□在日期              至                 曾出現發燒/急性咳嗽/咽痛/氣促 □在日期              至                 曾出現發燒/急性咳嗽/咽痛/氣促

□本週沒有出現以上症狀 □本週沒有出現以上症狀

 2. 過去14日內有否離開過澳門？  2. 過去14日內有否離開過澳門？

□沒有 □沒有

□有，在              至                  曾到 □有，在              至                  曾到

家長簽名確認： 家長簽名確認：

家長簽名確認： 家長簽名確認：

家長簽名確認： 家長簽名確認：



個人健康聲明記錄表

注：家長應關注貴子弟每天的健康狀況，於每週日如實填寫資料並簽名作實。

　　此表每週一或每週回校首天班主任將作檢查；往後日子，貴子弟若曾出現發燒、離澳或接觸過新冠肺炎確診病人，如為上學日，家長需即日致電與班主任聯繫；

         如非上學日，則需於假後首個上學日與班主任聯繫。

　　 　　

姓名： 班別： 學號：

   本週日期：6月21日 至 6月27日    本週日期：7月12日 至 7月18日

 1. 學生健康狀況  1. 學生健康狀況

□在日期              至                 曾出現發燒/急性咳嗽/咽痛/氣促 □在日期              至                 曾出現發燒/急性咳嗽/咽痛/氣促

□本週沒有出現以上症狀 □本週沒有出現以上症狀

 2. 過去14日內有否離開過澳門？  2. 過去14日內有否離開過澳門？

□沒有 □沒有

□有，在              至                  曾到 □有，在              至                  曾到

   本週日期：6月28日 至 7月4日    本週日期：7月19日 至 7月25日 

 1. 學生健康狀況  1. 學生健康狀況

□在日期              至                 曾出現發燒/急性咳嗽/咽痛/氣促 □在日期              至                 曾出現發燒/急性咳嗽/咽痛/氣促

□本週沒有出現以上症狀 □本週沒有出現以上症狀

 2. 過去14日內有否離開過澳門？  2. 過去14日內有否離開過澳門？

□沒有 □沒有

□有，在              至                  曾到 □有，在              至                  曾到

   本週日期：7月5日 至 7月11日    本週日期：7月26日 至 8月1日

 1. 學生健康狀況  1. 學生健康狀況

□在日期              至                 曾出現發燒/急性咳嗽/咽痛/氣促 □在日期              至                 曾出現發燒/急性咳嗽/咽痛/氣促

□本週沒有出現以上症狀 □本週沒有出現以上症狀

 2. 過去14日內有否離開過澳門？  2. 過去14日內有否離開過澳門？

□沒有 □沒有

□有，在              至                  曾到 □有，在              至                  曾到

家長簽名確認： 家長簽名確認：

家長簽名確認： 家長簽名確認：

家長簽名確認： 家長簽名確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