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2021 - 2022 年度 下學期
六月份綜合通告(e 通告)

第 155 號通告(e 通告)

分發對象：小一至小六家長
敬啟者：
現將六月份注意事項詳列如下，敬請家長垂注。
1.

1/6 (三)

上學期學業成績頒獎禮


將於 1/6 (三) 舉辦上學期學業成績頒獎禮，以表揚在成績及品行有傑出表現
的同學

2.

1/6 (二)

學科輔導


3.

3/6 (五)

端午節假期


4.

4/6(四)起

本學年各組學科輔導將於 9/6 (四) 完結
學生不用上課，校舍暫停開放，課外活動暫停

聯課活動(星期六最新修訂)


按教育局最新指引，星期六聯課活動將於 4/6 (六) 回復實體課 (資優數學創
意解難課程及資優法證科學證書課程仍維持網課)，請同學按時出席，如有
查詢，可聯絡負責老師

5.

13/6 (一)

校內支援小組


6.

17/6 (五)

本學年校內支援小組 (語文高高高及輕鬆學數學) 將於 13/6 (一) 完結

打電話問功課服務


本年度的「打電話問功課」服務將於 17/6 (五) 完結，鼓勵家長和同學善用
此服務，詳情另見 6/5 (五) 發出之第 148 號 e 通告

7.

21/6 (二)

功課輔導班


本年度的「功課輔導班」將於 21/6 (二) 完結，請有關同學每天準時出席，
善用資源

8.
9.

23/6 (四) 至

下學期期考

28/6 (二)



29/6 (三)

畢業挑戰日


詳情另見 27/5 (五) 發出之第 153 號 e 通告
目的： 透過進行「畢業挑戰日」活動，提升六年級學生的自信及抗逆能力，
以面對升中的挑戰，並透過信仰元素，讓學生反思生命，依靠主踏上
升中之路
時間：上午 8：00 - 下午 12：30 (上課時間內)
對象：P.6 同學
地點：沙田靈基營


10.

30/6 (四)

升旗禮


11.

30/6 (四)

詳情另見稍後派發之通告
慶祝「香港特區成立紀念日」，早上將進行升旗禮

P.1 – P.5 拍攝班照


當天會為 P.1 – P.5 學生拍攝班照，詳情另見稍後派發之通告

12.

課外活動



六月份及期考後仍有聯課活動，請同學參閱學校網頁，準時出席

13.

飛躍學童



家教會之「飛躍學童獎勵計劃」將於期考後進行評選，同學可在學業、品

獎勵計劃
14.

家教會活動

行、課外活動三方面努力，爭取該項殊榮


基於疫情，原訂下學期的「家長義工興趣班」將會取消，而「家長興趣班」
和敬師活動則延期至 7 月進行，詳情容後公布

15.

特定用途收費 

16.

招考插班生



本年度特定用途費收支情況請見附件之財政報告
由於近日有眾多家長查詢插班生事宜，本校將於五月份開始接受 2022 –

(升小二至

2023 年度二至五年級插班生申請。有關須知如下：

小五)

選考原則：成績優異及因遷居而轉校者將獲優先考慮
報名安排：家長須以書面申請及連同有關文件遞交校長 (包括現居住址、就
讀學校名稱、申請原因、學生成績及課外活動表現等)
接見安排： 條件適合者，校方將於六月下旬以電話通知面試及筆試日期，
如 8/7 (五) 後未獲任何通知者，則作落選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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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學生定期進行 

每天進行快速抗原測試的安排維持至 6 月下旬，請家長將 6 月份的「量度體

快速抗原測試

溫及快速抗原檢測記錄表」張貼在手冊 P.91 上(貼在 5 月份的記錄表上面)

(更新)



如子女的檢測結果為陽性，不應回校，並立即向學校報告。其同住的兄弟姊
妹亦不應回校，亦應通知相關學校。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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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衞生原因，衞生防護中心不建議學生將用過的快速抗原測試棒帶回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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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見及此，請家長務必在每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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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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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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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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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歡欣的消息



2020/2022 年度自行分配學位階段，本校共有 44 位學生獲津貼中學取錄，另
有 11 位學生獲直資中學取錄，共佔整體學生約 47%，恭喜已獲取錄的同學，
以下是同學獲派較熱門的中學，分別有：
津貼學校：張祝珊英文中學、聖馬可中學、嘉諾撒書院、藍田聖保祿中學、
聖言中學、聖傑靈女子中學、觀塘瑪利諾書院、中華基督教會蒙
民偉書院、迦密主恩中學、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仁濟醫院王華
湘中學、寶覺中學等等

直資中學：中華基金中學、滙基書院(東九龍)、播道書院、福建中學等等


恭喜同學於下列各項比實中獲得殊榮：
童心。童想第三屆亞洲兒童繪畫大賽
6D 林鈞濤榮獲 11-12 歲組別金獎
4E 黃雅琳榮獲 9-10 歲組別銀獎
6D 楊樂晴榮獲 11-12 歲組別銅獎
5D 梁諾珩榮獲 9-10 歲組別銅獎
4C 歐陽迪謙榮獲 9-10 歲組別銅獎
賽馬會藝育菁英青少年繪畫計劃全港青少年網上繪畫比賽
4E 黃雅琳榮獲優異獎
「綠惜市集」填色比賽
6E 梁睿哲、6D 鄭凱譽、4E 吳宛兒榮獲優異獎
第八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6E 梁杰舜榮獲個人賽銅獎
6D 馬綽言榮獲個人賽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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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SBM_六月份綜合_155 (e 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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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有關「六月份綜合通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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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二年五月

日

SBM_六月份綜合_155 (e 通告)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2021- 2022 年度
「特定用途收費」財政報告

第 155 號通告 (e 通告)
附件

以下是本年度截至 6 月為止的「特定用途收費」收入及支出項目︰
全年收入
2021 / 2022 學年「特定用途收費」 全年收入 (每位學生$300)：

$207,450.00

2021-2022 年度「特定用途收費」開支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6 月)
項目

金額(約)

一

學生、教師、家長義工活動意外及義工維修工程保險

$ 7,370

二

男女款畢業公仔

$ 13,000(約)

三

學生獎勵計劃禮品

$ 12,000(約)

四

3 個特別室互動電子屏幕

五

電子通告收費模組 (50%訂金)

(電腦室、常識室及音樂室)

$ 113,000
$ 16,900

截至 2022 年 6 月開支：

$ 162,2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