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2020 - 2021 年度 下學期 

五月份綜合通告(e 通告) 

分發對象：小一至小六家長                  

敬啟者： 

 

 現將五月份注意事項詳列如下，敬請家長垂注。 

1.  1/5 (六) 

 

勞動節假期 

 學生不用上課，校舍暫停開放 

 全校課外活動暫停 

2.  1/5 (六) 起 STAR 網上練習 

 五月份小四至小六中文、英文、數學科 STAR 網上練習已上載香港教育城，

學生可於 1/5 (六) 起自行登入，完成練習 

3.  3/5 (一) 轉換夏季校服 

  9/3 (一) 至 30/4 (五)為轉換夏季校服適應期，學生可因應天氣轉換夏季校服 

 3/5 (一) 起全校學生必須更換夏季校服 

小一及小六學生接受「四合一混合疫苗」注射 

 當天小一及小六學生需穿著體育服回校接受注射疫苗 

4.  3/5 (一) 起 

 

課堂安排 

 P.1, 5：逢星期一至五回校上面授課 

 P.2, 3, 4, 6：輪流回校上面授課，每星期兩至三天，其他日子以 Zoom 網課形

式上課 

 五月份各級回校上面授課與網課安排： 

周次/日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5 周(單周) 

3/5 – 7/5 

P1, P.5 (回校) 

P.2, P.6 

(回校) 

P.3, P.4 

(網課) 

P.2, P.4 (回校) 

P.3, P.6 (網課) 

P.3, P.6 (回校)  

P.2, P.4 (網課) 

16 周(雙周) 

10/5 – 14/5 

P1, P.5 (回校) 

P.3, P.6 (回校)  

P.2, P.4 (網課) 

P.2, P.4 (回校)  

P.3, P.6 (網課) 

17 周(單周) 

17/5 – 21/5 

P1, P.5 (回校) 19/5 (三) 

佛誕 

假期 

20/5 (四) 

校慶活動

總綵排日 

21/5 (五) 

校慶感恩

崇拜 

P.2, P.4 (回校)  

P.3, P.6 (網課) 

18 周(雙周) 

24/5 – 28/5 

24/5 (一) 

學校假期 

P1, P.5 (回校) 

P.3, P.6 (回校)  

P.2, P.4 (網課) 

P.2, P.4 (回校)  

P.3, P.6 (網課) 

19 周(單周) 

31/5 – 4/6 

P1, P.5 

(回校)  

待定 
P.2, P.4 

(回校) 

P.3, P.6 

(網課) 

 視乎教育局最新公布，或會作出應變，如有變更，將另發通告 

 根據教育局指引，學校可安排個別級別於上午回校進行不多於半天的面授課
堂或考試，以不多於全校人數三分二為限。因此，學校安排每天四級同學回
校，已達教育局規定的人數上限，加上校內電子裝置數量有限，各課室(包括：
電腦室)需安排作上面授課之用，故能用作託管的空間也有限。因此，學校呼
籲家長儘量安排子女在不用回校的日子，請於家中進行網課，如有必要回校
託管，學生必須自攜電子裝置(如：iPad 及耳機)，並預先充電，否則回校後
或有機會未能進行網課 

5.  4/5 (二) 派發二十周年校刊訂購通告 

 詳情另見 4/5 (二) 發出之第 180 號 e 通告 

6.  8/5 (六)  全校家長日 (線上) 

 詳情另見 27/4 (二) 發出之第 171 號紙本通告 

 

 

 

 

 

第 169號通告(e通告) 

 



7.  第 15 – 19 週 

 

 

普通科考試 

 普通科考試 (包括：音樂、體育及普通話)、中文寫作及中英文聆聽考試將於

第 15 週至 19 週回校上課時段隨堂進行，屆時科任老師亦會透過學生手冊之

期考考試範圍表及家課欄通知家長有關考試範圍及日期 

 學生如需要請病假，必須提供醫生證明；請事假者，必須預先書面向學校申

請；缺考學生如未能提供醫生證明或未獲校方批准請事假，該次考試之成績

將作零分計算 

8.  19/5 (三) 佛誕假期 

 學生不用上課，校舍暫停開放 

 學科輔導暫停，校外導師課外活動暫停 

9.  20/5 (四) 校慶活動總綵排日 

 學生不用上課，校舍暫停開放 

 學科輔導暫停，所有課外活動暫停 

 服務生需按時回校當值 / 綵排，詳情另見有關之通告 

10.  21/5 (五) 

 

校慶感恩崇拜 

 誠邀全校家長及同學參與網上現場直播，同頌主恩 

時    間：上午 10:00 

網上直播：掃描右方二維碼瀏覽「二十周年校慶專頁」 

 當天學生不用上課，校舍暫停開放，小六提升班暫停，全校課外活動暫停 

 服務生需按時回校當值 / 綵排，詳情另見有關之通告 

11.  22/5 (六) 校慶馬賽克壁畫剪綵 

 誠邀全校家長及同學觀賞網上重點節目直播，同頌主恩 

時    間：上午 10:00  

網上直播：掃描右方二維碼瀏覽「二十周年校慶專頁」 

 學生不用上課，校舍暫停開放，全校課外活動暫停 

 服務生需按時回校當值 / 綵排，詳情另見有關之通告 

12.  24/5 (一)  學校假期 

 學生不用上課，校舍暫停開放 

 全校課外活動暫停 

13.  學科輔導  中文科輔導日期：6/5，13/5，27/5 

 數學科輔導日期：2/5，12/5，26/5，2/6 

 英文科輔導日期：4/5，11/5，18/5，25/5，1/6 

14.  校內支援小組 小一語文高高高及輕鬆學數學 

 形式：以面授課進行 

 時間：下午 12:45 – 1:15 

 詳情另見稍後發出之溫馨便條 

小二及小四語文高高高及輕鬆學數學 

 形式：輪流以面授課及 Zoom 網課形式進行 

 時間：下午 12:45 – 1:15 (小二) / 下午 12:30 – 1:00 (小四) 

 詳情另見稍後發出之溫馨便條 

15.  防疫措施  為提供健康校園環境，本校會加強清洗及消毒校舍，時刻保持清潔衛生，並
嚴謹執行各項衞生防護措施，凡到校人士(包括：同學、家長、教職員及到訪
人士)必須確保體温正常，並非 2019 冠狀病毒病確診者、初步確診者或密切
接觸者 

 在校園內所有人士(包括：同學、家長、教職員及到訪人士)必須時刻戴上口罩，
保持適當社交距離，在校舍入口量度體溫，以保障大家健康 

 請確保子女每天回校前量度體溫，記錄於學生手冊每天「家課日誌」的「探
溫紀錄」欄內，並帶回校供老師檢查 

 同學上學(包括在校內、上學或放學途中) 必須配戴口罩，請家長提醒子女時
刻注意個人衞生，以保障個人安全及健康，包括：配戴口罩時確保口罩掩蓋
口鼻，勤洗手，並與他人保持適當的社交距離等 

 請家長採取預防措施及留意子女的健康情況，避免帶子女前往人多擠逼、空
氣流通欠佳的地方，同學需保持均衡飲食、恆常運動及充足休息以增強免疫
力。如同學有任何身體不適(即使徵狀非常輕微)，不應回校及應儘快向醫生求
診，以及早獲得適切診斷和治療 

 如證實子女或家人患上 2019 冠狀病毒病，必須立刻通知學校。如子女被界
定為確診個案的密切接觸者，必須按衞生防護中心指示進行檢疫，切勿回校，
並立即通知學校 

 如子女被界定為受檢人士，請即通知學校，必須於指定日期內儘快安排子女
進行檢測，不可回校，直至檢測結果確定為陰性，並通知學校檢測結果後方
可上學 

 

 



16.  預防傳染病 

措施 

 流行性感冒：如有發熱、喉嚨痛、咳嗽或類似流感徵狀，必須立即戴上口罩
和儘早求診，且通知學校及留在家中休息，按照醫生的病假指示或直至徵狀
消失及退燒後才回校上課 

 手足口病：如有發燒、食慾不振、疲倦和喉嚨痛，口腔出現疼痛的水疱，或
只出現皮疹或口腔潰瘍等病徵，必須儘早求診，且通知學校及留在家中休息，
按照醫生的病假指示或直至徵狀消失及退燒後才回校上課 

 保持良好的個人及環境衞生最為重要，注意個人衞生，勤洗手 

 詳情另見衛生防護中心網址：https://www.chp.gov.hk/tc/index.html 

17.  

閱讀網上圖書 

Highlights 

Library 

 同學務必閱讀 Highlights Library 內的英文圖書 

 請將閱讀完畢的英文電子書記錄在「閱讀足印」內 

 英文科老師會檢查同學的閱讀進程 

 學校會於七月份選出每班閱讀最多 Highlights Library 英文圖書的同學，頒發

證書及禮物以示讚賞 

 截止 3 月 31 日的統計，現茲列部份名單，讚賞以下同學在過往日子積極使用

Highlights Library，敬希其他同學繼續加油，一起閱讀 

 6E 曾天羽  (已閱讀了 1329 本 HL 英文圖書) 

 1B 呂啟聰  (已閱讀了 1054 本 HL 英文圖書) 

 6E 李永釗  (已閱讀了 839 本 HL 英文圖書) 

 1E 蘇尹潪  (已閱讀了 605 本 HL 英文圖書) 

 2B 林鋭希  (已閱讀了 603 本 HL 英文圖書) 

 1A 李啟霖  (已閱讀了 565 本 HL 英文圖書) 

 6D 林梓晴    (已閱讀了 548 本 HL 英文圖書) 

 2D 梁証翔    (已閱讀了 545 本 HL 英文圖書) 

 1E 盧臻穎    (已閱讀了 509 本 HL 英文圖書) 

18.  歡欣的消息  本校榮獲「西貢區快樂人生社區健康推廣計劃 2020」 最快樂學校獎 

 3E 吳宛兒、3C 周穎昕、6E 李永釗、6E 李穎琳榮獲「童心。童想第二屆亞洲

兒童繪畫大賽」銅獎 

 6D 江鑒峰、6D 羅家浩、6E 區智謙、6E 劉潤鑫、6E 謝雅琳、6E 曾天羽榮獲

「第 48 屆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48th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INVENTIONS GENEVA)」金獎 

恭喜以上獲獎同學 

 

鑑於 2019 冠狀病毒病疫情仍可能有變化，學校會繼續密切留意有關情況，需要時會作出適當應變，請
家長密切注意教育局及學校的最新公布。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陳群好  謹啟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SBM_五月份綜合_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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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有關「五月份綜合通告」(e 通告)所述內容，並當知照辦理。 

 

此覆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校長              

             

 

學生姓名：                (    ) 
                      班    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一年四月    日 

SBM_五月份綜合_169 

https://www.chp.gov.hk/tc/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