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2021-2022 年上學期

第 090 號通告(e 通告)

一月份綜合通告 (e 通告)
分發對象：小一至小六家長
敬啟者：
聖誕節到了，祝大家聖誕快樂，家庭幸福。上學期快要完結，期考在即，現將此段日子之
注意事項詳列如下，敬請家長垂注。

2021 年 12 月
1.

17/12(五)

聖誕崇拜

✧

2.

17/12 (五)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家長座談會


3.

20/12 (一)

20/12 (一)

21/12(二)

22/12(三) 至
1/1(六)

所有小六同學當天須出席升中模擬面試，請小六同學按分組時段出席，
詳情另見 8/12(三) 派發之第 082 號紙本通告。

教師專業發展日
✧
✧

6.

根據教育局通告 EDB(SDCT)3/PRO/24/1/1(1)，立法會選舉日翌日為學校
假期，當天學生不用回校上課，校舍暫停開放。

升中模擬面試


5.

為讓家長進一步了解中一自行分配學位政策，校方將舉行「中一自行分
配學位」家長座談會。
時間：下午 6：30 至 8：15
地點：本校四禮禮堂
備註：1. 由於疫情關係，小六學生不可與家長一同出席是次家長座談會
2. 請小六家長務必依時出席

立法會選舉翌日假期


4.

當天舉行聖誕崇拜及聯歡會，進行小遊戲及詩歌分享。
當天各班將舉行至「營」學校聖誕派對，鼓勵家長為小朋友預備健康小
食帶回學校享用，但因疫情關係不分享食物，以及進食時必需使用防飛
沫擋及注意防疫安排。

是日為教師專業發展日，學生不用回校上課，校舍暫停開放。
當天參加課外活動 Public Speaking Workshop (英語公開演説) 之學生請按
時回校出席。

聖誕及元旦假期
✧

「假期學習指引通告」(e 通告) 已於 15/12 (三)發出，請督促子女完成有
關學習活動，並善用假期努力溫習，為一月份之期考作好準備。

2022 年 1 月
7.

1/1(六)開始

升旗禮安排
✧

8.

3/1(一)

照常上課
✧

9.

4/1(二)

根據教育局通告 EDB(SA1)/SA/POL/16(X)，為促進國民教育及培養學生
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感情，加強他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由 2022 年 1 月 1
日開始，全港學校必須每週一次，以及於元旦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紀念日、國慶日當日或前/後的上課日舉行升國旗儀式。
請學生依照上課時間表照常上課。

一至五年級英聆考試
✧

考試範圍詳情另見 1/12(三)派發之第 079 號 e 通告。

10. 6/1(四) 至
11/1(二)

中、英、數及常期考

11. 14/1(五)

家長購書日

✧
✧
✧

✧

請督促子女作好準備，期望同學能獲取理想成績。
考試範圍詳情另見 1/12(三)派發之第 079 號 e 通告。
家長購書日不設學生購書、臨時增減訂購書本之安排。
日期：2022 年 1 月 14 日(五)
時間：(小一至小三) 上午 10:30 至中午 12:00 或
下午 3:00 至晚上 7:00
(小四至小六) 下午 1:30 至晚上 7:00
詳情另見 2/12(四) 派發之第 080 號 e 通告。

12. 12/1(三) 至
21/1(五)

試後時間
✧
✧
✧
✧
✧
✧
✧
✧

13. 19/1(三)

小一至小六多元學習活動日


14. 20/1(四)



18. 防疫措施

當天按時間表上課。

健康年宵市場
✧















19. 預防傳染病

當天會為小六學生拍攝畢業照，詳情另見稍後派發之通告。

下學期開課日
✧

17. 26/1(三)

當天為特別活動日，小六學生不用帶課本上學，當天會進行畢業挑戰日
活動。
小一至小五學生如常上課，請小一至小五學生按時間表執拾書包及上學
用品。

拍攝小六畢業照
✧

16. 24/1(一)

由於疫情關係，本校未能安排學生外出參觀，故改為於校內進行特備學
習活動 (第一至八節) 。當天學生不用帶課本上學及請穿體育服回校。

畢業挑戰日


15. 21/1(五)

12/1(三)： 小一至小六巡迴教育劇場、小三田徑選拔、
小三至小六支援小組活動
13/1(四)： 小一至小三創作巡迴音樂劇、按時間表上課
14/1(五)： 對卷日、按時間表上課
17/1(一)： 對卷日、按時間表上課
18/1(二)： 小五生命之旅活動、按時間表上課
19/1(三)： 小一至小六多元學習活動日
20/1(四)： 小六畢業挑戰日、按時間表上課
21/1(五)： 小六拍攝畢業照、按時間表上課



措施


透過十多種攤位遊戲，包括傳統小食工作坊、猜燈謎、揮春活動等，迎
接農曆新年之餘，也了解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生當天可穿著華服或紅色
衣服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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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確保防飛沫擋清潔衞生，建議同學可於周末或有需要時把防飛沫擋放
進自備膠袋帶回家清潔，清潔後再帶回校於校內進食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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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歡欣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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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港兒童舞蹈比賽個人舞 Kpop
5D 洪子晴榮獲 (Black Mamba)冠軍、(In The Morning)亞軍

✧

飛達秋季田徑錦標賽 2021 男子 2012 組
3D 蔡滶𨦼榮獲 400 米殿軍、800 米殿軍

✧

第二十五屆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6A 雷濤銘榮獲男子甲組鉛球金牌
5D 李芊潁榮獲女子乙組跳高銅牌
3D 蔡滶𨦼榮獲男子丙組團體優異獎
4D 吳柏宇榮獲男子丙組團體優異獎
4B 蔡煒杰榮獲男子丙組團體優異獎

普世歡騰，救主降生！謹祝聖誕及新年快樂！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范婉君 謹啟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SBM_一月份綜合_090 (e 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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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有關「一月份綜合通告」（e 通告）所述內容，並知照辦理。

此覆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校長
學生姓名：
班

(

)

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SBM_一月份綜合_090 (e 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