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2021 - 2022 年度 下學期 

七月份綜合通告(e 通告) 

分發對象：小一至小六家長                                                                   

敬啟者： 

 現將七月份注意事項詳列如下，敬請家長垂注。 

一. 七月份事項 

日期 回校級別 上課時間 放學時間 主要事項及活動 

1/7 (五) --- --- ---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假期 

 學生不用上課，校舍暫停開放，課

外活動暫停 

4/7 (一) P.1-6 上午 8:00 
P.4-6 下午 12:30 

P.1-3 下午 12:45 

對卷日 

 按時間表上課 

 存心獎勵計劃換禮物 

5/7 (二) P.1-6 上午 8:00 
P.4-6 下午 12:30 

P.1-3 下午 12:45 

對卷日 

 按時間表上課 

 存心獎勵計劃換禮物 

6/7 (三) P.1-6 上午 8:00 
P.4-6 下午 12:30 

P.1-3 下午 12:45 

上課日 

 按時間表上課 

 P.2 職業體驗日 (請穿著體育服) 

7/7 (四) P.1-6 上午 8:00 
P.4-6 下午 12:30 

P.1-3 下午 12:45 

上課日 

 按時間表上課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課外活動

校內比賽 

 P.1 全級、P.5 女生、P.6 女生疫苗注

射 

8/7 (五) P.1-6 上午 8:00 
P.4-6 下午 12:30 

P.1-3 下午 12:45 

上課日 

 按時間表上課 

 P.6 升中預備課 

 P.6 畢業禮綵排 

11/7(一) P.1-6 上午 8:00 
P.4-6 下午 12:30 

P.1-3 下午 12:45 

上課日 

 按時間表上課 

 P.1 職業體驗日 (請穿著體育服) 

 P.6 升中預備課 

12/7(二) P.1-6 上午 8:00 
P.4-6 下午 12:30 

P.1-3 下午 12:45 

中華文化日 

 P.1-6 學生回校參與活動 (可穿著華

服、紅色服裝或體育服) 

13/7(三) P.1-6 上午 8:00 
P.4-6 下午 12:30 

P.1-3 下午 12:45 

上課日 

 按時間表上課 

 P.6 升中講座 

 P.6 畢業禮綵排 

 家教會敬師活動 

14/7(四) P.1-6 上午 8:00 
P.4-6 下午 12:30 

P.1-3 下午 12:45 

上課日 

 按時間表上課 

 P.6 升中預備課 

 P.1-6 5G 遊公園 (Zoom 活動) 

 P.6 (已參加學生) 乘風航簡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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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五) P.1-6 上午 8:00 
P.4-6 下午 12:30 

P.1-3 下午 12:45 

上課日 

 按時間表上課 

 P.6 升中預備課 

 P.5 小五挑戰日 (請穿著體育服) 

 家長購書日 (詳見第 161號(e通告)) 

16/7(六) --- --- --- 

奇趣體驗日 

 學校開放日活動 (請有關服務生按

時回校，詳見第 180 號(紙本通告)) 

18/7(一) P.1-6 上午 8:00 
P.4-6 下午 12:30 

P.1-3 下午 12:45 

上課日 

 按時間表上課 

 P.3 奇趣動物體驗 (請穿著體育服) 

 P.6 升中預備課 

 P.5A、5B 陶樂日 

 舞蹈員選拔 

19/7(二) P.1-6 上午 8:00 

P.4-5 及 6D、6E

下午 12:30 

 

P.1-3 下午 12:45 

 

6A、6B、6C 

 下午 1：30 

上課日 

 按時間表上課 

 P.4 奇趣動物體驗 (請穿著體育服) 

 P.5C、5D 陶樂日 

 P.1、P.2、P.6 STEM 活動 (請帶剪刀

和顏色筆，並穿著體育服) 

 P.6A、6B、6C 開心畢業照 

 P.6 升中預備課 

20/7(三) P.1-6 上午 8:00 

P.4-5 及 

6A、6B、6C 

下午 12:30 

 

P.1-3 下午 12:45 

 

6D、6E 

下午 1：30 

上課日 

 班主任課 

 P.5A、5B、5C 飛行體驗 

 P.5E 陶樂日 

 P.2-3 合唱團選拔 

 P.6 畢業禮綵排 

 P.6D、6E 開心畢業照 

21/7(四) P.1-6 上午 8:00 
P.4-6 下午 12:30 

P.1-3 下午 12:45 

上課日 

 按時間表上課 

 P.5D、5E 飛行體驗 

 P.6 (部份學生) 乘風航 

 P.6 畢業禮綵排 

22/7(五) P.1-6 上午 8:00 
P.4-6 下午 12:30 

P.1-3 下午 12:45 

Sports Fun Day 

 P.1-6 學生回校參與活動(請穿著體

育服) 

25/7(一) P.1-6 上午 8:00 
P.4-6 下午 12:30 

P.1-3 下午 12:45 

上課日 

 按時間表上課 

 P.6 畢業生敬師活動 

 P.5-6 藝術治療活動(請穿著體育服) 

26/7(二) P.6 上午 8:00 約上午 10:15 

升中放榜 

 P.1-5 學生不用回校，校舍暫停開放 

 P.6 學生回校(有關安排另見稍後發

出之通告) 



27/7(三) P.1-6 上午 8:00 
P.4-6 下午 12:30 

P.1-3 下午 12:45 

上課日 

 按時間表上課 

28/7(四) --- --- --- 

畢業禮綵排日  

 P.1-5 學生不用回校，屆時不設其他

活動，校舍暫停開放 

 P.6 學生/特別崗位學生按有關通告

時間回校及解散 

29/7(五) P.1-6 上午 8:00 
P.4-6 下午 12:30 

P.1-3 下午 12:45 

上課日 

 按時間表上課 

30/7(六) --- --- --- 

家長日 

 為增進家長與教師之聯繫，讓家長

了解子女在校學習情況，謹訂於七

月三十日(星期六)舉行全校家長日 

 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避免

人群聚集，每個學生家庭只能接待

一位家長(學生不需回校)，並不設

學生/幼兒託管服務，敬請見諒 

 詳見第 170 號 (紙本通告) 

 

二. 其他事項 

1.  招考插班生 

(升小二至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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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 年度二至五年級插班生申請。有關須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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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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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學生定期 

進行快速 

抗原測試 

 

 根據 《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 - 學校健康指引》，如學生屬 2019 冠

狀病毒病康復者，並已向學校提交有關證明，有關學生可於康復日起的

三個月內，毋須按上述要求進行快速抗原測試 (有病徵者除外) 

 現溫馨提示有關家長，若 貴子弟曾感染 2019 冠狀病毒病，並在 2022

年 4 月 4 日或之前康復，學生在 4/7 (一) 起需要在每天回校前完成一次

快速抗原測試，並填寫學生手冊 P.91 的記錄表，以供校方檢閱 

 希望家長體諒及合作，確保學生在學校有安全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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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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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歡欣的消息 

 

 第三屆 世界 STEM 暨常識公開賽複賽 

3E 鄭思睿、3E 曹愷瑤榮獲「金獎」 

3E 羅鉦棋、6D 吳文駿、6E 施霆威、6E 郭鍵峰榮獲「銀獎」 

3E 吳芊欣、4E 吳宛兒、5E 蔡政霖、5E 呂洛軒、6E 徐子然、6E 曹善

澄、6E 羅榮廷榮獲「銅獎」 

 第一屆國際青少年文藝系列大賽 

4E 許栢睿、4E 黃雅琳榮獲小學組二等獎 

4E 周穎昕、4E 吳宛兒榮獲小學組三等獎 

 香港少年工程挑戰賽本地賽 VEX 機械人技能賽 

5D 林諾堯、5D 劉與同、6E 蘇煥然、6E 曹善澄、6E 郭鍵峰榮獲「設

計獎」 

5D 朱偉軒、5E 蔡政霖、5E 周岢鋆、5E 黃焌杰榮獲「優異獎」 

 Panasonic 飛達春季田徑錦標賽 2022 男子 2021 年 

3D 蔡滶𨦼榮獲 800 米「第二名」及 400 米「第六名」 

 2022 Khemsiri Music x DFC International Young Musician Challenge  

2E 羅天約榮獲 ”Piano Solo Gold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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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SBM_七月綜合_176 (e 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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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hp.gov.hk/ratp/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有關「七月份綜合通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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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 

SBM_七月綜合_176 (e 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