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2021 -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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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五) 及

3/5 (二) 

小一及小六接種「四合一混合疫苗」注射跟進事宜 

 學生將收回針卡 (小六會在 22/4 (五) 派發；小一會在 3/5 (二) 派發)，如學

生仍未自行前往接種「白喉、破傷風、百日咳及小自麻痺混合疫苗」，請盡

快按針卡上附件資料預約接種。 

2.  3/5(二)起 聯課活動 

 下學期聯課活動及外籍導師英語課程將陸續展開，因疫情緣故及按教育局最

新指引，有關課堂形式早前已透過短訊發給家長，課堂連結及教材將會陸續

發放，如有查詢可聯絡負責老師，請同學按時出席。 

3.  2/5 (一) 

 

勞動節翌日假期 

 學生不用上課，校舍暫停開放。 

4.  3/5 (二)  轉換夏季校服 

 22/4 (五) 至 28/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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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起全校學生更換夏季校服。 

5.  3/5 (二) 起 

 

全校恢復面授課堂 

 所有學生按半天上課時間表回校上課。 

6.  6/5 (五) 五年級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家長座談會 

 基於疫情，五年級家長座談會將改於以下時間進行，請有關家長預留時間出

席。 

 主題：升中裝備知多少 

日期：6/5 (五) 

時間：晚上 6：30 – 7：45 

形式：Zoom 實時視像 

(有關帳號容後透過手機即時推送訊息 push up message 發出) 

7.  7/5 (六)  P.1-2 家長教育講座 

 主題：創造無限「分」 

日期：7/5 (六) 

時間：上午 10：00 – 11：30 

講員：文正康先生 (親職教育專業培訓學會) 

 歡迎小一及小二家長參加，詳情另見稍後派發之通告。 

8.  9/5 (一) 佛誕翌日假期 

 學生不用上課，校舍暫停開放。 

9.  13/5 (五)  六年級「統一派位」升中家長會 

 六年級家長會將改於以下時間進行，請有關家長預留時間出席。 

 日期：13/5 (五) 

時間：晚上 6：30 – 8：00 

形式：實體 

地點：本校四樓禮堂 

10.  14/5 (六)  P.5-6 家長講座 

 主題：NLP 親子溝通秘笈 

日期：14/5 (六) 

時間：上午 10：00 – 11：30 

講員：文正康先生 (親職教育專業培訓學會) 

 歡迎小五及小六家長參加，詳情另見稍後派發之通告。 

11.  21/5 (六) 聯校家長講座 

 主題：疫情洶湧下的正向思維 

時間：上午 10：00 – 11：30 

講員：羅乃萱女士 BBS, MH, JP, Honorary Fellow 

形式：以 Zoom 形式線上進行 

 歡迎全校家長參加，詳情另見 3/5 (二) 發出之第 140號 e通告。 

 

第 131號通告(e通告) 

 



12.  27/5 (五) 拍攝小六畢業照 

 當天為小六學生拍攝畢業照，詳情另見稍後派發之通告。 

13.  28/5 (六) P.3-4 家長講座 

 主題：說出我未來 

日期：28/5 (六) 

時間：上午 10：00 – 11：30 

講員：文正康先生 (親職教育專業培訓學會) 

 歡迎小三及小四家長參加，詳情另見稍後派發之通告。 

14.  28/5 (六) 師生家長同樂日 

 時間：下午 2：00 – 3：30 

形式：以 Zoom 形式線上進行 

 歡迎小一及小二家長報名參加 (名額有限)，詳情另見 29/4 (五) 發出之第 133

號 e通告。 

15.  校內評估安排 校內評估安排 

 取消下學期 P.1-6中文科說話考試、英文科會話考試、普通話科口試、音樂唱

試及期中考考試。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的考試則改於 3/5 – 6/5課後完

成【電子總結溫習工作紙】，以協助學生持續溫習。 

 期考前的「中、英、數進展性評估」及期考如常進行。 

 敬請家長持續督促 貴子弟每天專心上課，認真做功課及定時溫習。 

16.  學科輔導 三至六年級學科輔導 

 三至六年級需參加學科輔導的同學，請於以下日期出席： 

英文：28/4、5/5、12/5、19/5、26/5、2/6、9/6 (四) 

中文：3/5、10/5、17/5、24/5、31/5、7/6 (二) 

數學：4/5、11/5、18/5、25/5、1/6、8/6 (三) 

 輔導繼續以 Zoom 形式進行，時間為下午 2：00 – 2：40，請家長督促 貴子弟

準時出席。 

17.  小六提升班 小六提升班 

 六年級之提升班將繼續進行，同學需於以下日期出席： 

中文：20/5、8/7 (五) 

英文：6/5、27/5、15/7 (五) 

數學：13/5、10/6、22/7 (五) 

 提升班以實體課形式進行，時間為下午 12：30 – 1：30。 

18.  校內支援小組 小一及小二中文/ 英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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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另見已發出之手機即時推送訊息 (push up message)。 

小四中文高高高 

 形式：以面授課進行 

 時間：下午 12:30 – 1:15  

 詳情另見已發出之手機即時推送訊息 (push up messag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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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保持清潔衞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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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職員及到訪人士) 必須符合「疫苗通行證」

要求，並時刻戴上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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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回校及應盡快向醫生

求診，以及早獲得適切診斷和治療。 

 如子女或家人的 2019冠狀病毒病檢測呈陽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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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切接觸者的定義主要為確診者的同住成

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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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學生定期進行

快速抗原測試 

 

 教育局要求學校全體教職員及學生，在每天回校前必須完成一次快速抗原測

試1，並獲得陰性結果才能回校上班或上課。如測試結果為陽性便不得回校，

並應盡快通知學校及留在家中，家長亦須於 24 小時內透過「2019 冠狀病毒

快速抗原測試陽性結果人士申報系統」 (https://www.chp.gov.hk/ratp/) 向衞生

署申報。 

 家長須按指示依時報告檢測結果，學生獲得陰性結果才可回校。有見及此，

請家長務必協助子女每天上學前進行快速抗原測試，並在檢測棒上寫上子女

的班別、學號及日期 (如：4A(1)，22/4)，然後自行拍照存檔記錄，並需每天

填寫由校方提供之「量度體溫及快速抗原檢測記錄表」(手冊 P.91)，以備檢

查。若未能及時完成檢測，有關學生不能上課，學校將通知家長，盡快安排

該學生回家。 

 校方可以抽查個案，並要求覆檢。當家長收到學校的手機即時推送訊息 (push 

up message) 通知進行抽查時，請按指示上載子女快速抗原測試結果的拍照記

錄。 

 家長選購快速測試包時，請參考衛生防護中心網頁上的相關資料

(http://www.coronavirus.gov.hk/rat/chi/rat.html)。 

 在新安排下，若在同一個上學日，全校教職員及學生總人數的 5%或以上出現

新增陽性個案 (包括呈報快速抗原測試結果及其他認可的檢測結果)，或個別

班級學生的 10% 或以上出現新增陽性個案，本校將呈報衞生防護中心跟進及

考慮須否停課。一般而言，學校無須就出現密切接觸者 (即確診者的同住成

員) 個案而停課。 

21.  受檢人士  如學生屬《規例》下的「受檢人士」，必須按強制檢測公告 (包括受限區域的

強制檢測公告) 內列明的日子內進行強制檢測 (包括多於一次的檢測)。 

 在等待結果期間，學生應進行快速抗原測試，若有關結果為陰性，便可回校

上課 (包括在檢測當天)。學生需向學校出示相關證明文件 (如手機短訊、檢

測結果報告或快速抗原測試結果照片)。 

22.  歡欣的消息  「第 15屆豐田夢想車創意繪畫大賽」 

5D 梁諾珩榮獲 8-11歲組別金獎 

6D 楊樂晴榮獲 12-15 歲組別金獎 

6D 林鈞濤榮獲 12-15 歲組別銀獎 

 「全港校際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之硬筆書法」 

3C 鍾俊峰榮獲初小組優異奬 

 

鑑於疫情仍可能有變化，敬請留意本校消息，也請家長密切留意教育局及衞生防護中心的最新公布。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范婉君  謹啟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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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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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二年四月    日 

SBM_五月份綜合_131 

                                                 
1 就 2019 冠狀病毒病康復人士而言，他們在康復日起計的 3 個月內毋須進行測試(有病徵者除外)。 

https://www.chp.gov.hk/ratp/
http://www.coronavirus.gov.hk/rat/chi/ra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