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2022 - 2023 年度上學期
開學及九月份綜合通告(e 通告)

第 007 號通告 (e 通告)

分發對象：小一至小六家長
敬啟者：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祝願同學今年仍能努力用功學習。根據 2022 年 8 月 5 日教育局發
出(EDB(SDCT)3/PRO/10/1/1)通函，宣布全港學校在 2022/23 學年暫時維持「半天面授課堂」
。茲列
開學注意事項，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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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課時間表

上課時間︰早上 08:00 (一至六年級)

放學時間︰下午 12:45 (一至六年級)



節
數

不設午膳時間
校舍保持開放至下午 3:15，如同學有需要留校，請透過手冊通知班主任，家長亦需自
行安排子女的午膳。根據教育局指引，有關學生須完成接種兩劑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
並超過 14 天。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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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 -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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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學習有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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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12:45
1:45(P.6)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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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注意事項詳列如下，敬請家長垂注。
日期

注意事項
開學日
 新學年學生仍須於每天上學前進行快速抗原測試，直至另行通知，詳情另見
29/8 發出之第 031 號 e 通告
 穿著整齊校服
 帶書包及文具(不用帶課本)
 校車服務正式開始
 開學首天 (1/9/2022) 交回開學首天放學形式、量度體溫記錄及快速抗原測
試結果 (紙本)
 穿著整齊校服
 帶書包及文具(不用帶課本)

1.

1/9 (四)

2.

2/9 (五)

3.

5/9 (一)



4.

6/9 (二)

開學禮
 穿著整齊校服
 帶書包及文具(不用帶課本)
聯課活動
 6/9 (二) 派發校外導師課外活動通告，學生可於 8/9 (四) 上午 8：15 –
10：00 到學校一樓活動空間遞交報名表格及有關款項，詳情另見當天派發
之第 015 號紙本通告
 請留意各組校外導師課外活動開始上課日期和時間，避免相撞，報名後請準
時出席

5.

6.

7/9 (三)

拍攝學生個人照


7.

9/9 (五)

穿著整齊校服，詳情另見 6/9 派發之拍照單張

中秋活動
 學生可穿華服或紅色衣服，亦可帶燈籠或應節物品回校 (螢光棒及蠟燭除
外)，與老師及同學共慶中秋
 當天為無功課日
家教會「小一親子綵燈迎中秋」活動
 日期：9/9 (五) 【同日有「小一適應課程暨家長工作坊」至 下午 12:15】
時間：下午 12：30 – 1：30 (請家長預留時間出席)
對象：本校小一學生及家長 (每個家庭只限 1 位家長及 1 位學生參加)
 詳情另見 2/9 發出之第 036 號 e 通告

8.

9.

學校假期，學生不用回校

12/9 (一)

中秋節翌日假期


學生不用回校上課，校舍不設開放

10.

13/9 (二)

教師專業發展日
 學生不用回校上課，校舍不設開放

11.

14/9 (三)

校外支援小組
 本學年各項校外支援小組將於 14/9 (三) 陸續開始，詳情另見稍後發放之 e
通告

12.

15/9 (四)

家教會「校服捐贈計劃」
 回收校服 (第一次)
日期：29/8 (一) 及 30/8 (二)
時間：早上 8：00 - 8:30 及 下午 1：30 - 2:30

至
16/9 (五)



13.

16/9 (五)

回收校服 (第二次)
日期：15/9 (四) 及 16/9 (五)
時間：早上 7:40-8:00

Happy Friday
 Happy Friday 活動正式開始，請同學逢星期五穿著體育服回校

日期
14.

19/9 (一)

注意事項
學科輔導


本學年小三至小六學科輔導將於 19/9 (一) 開始，逢星期一進行，時間為下
午 12：45 至 1：30，請有關同學依時出席參與

15.

23/9 (五)

家教會「校服捐贈計劃」
 送贈舊校服時間： P.1 – P.2 上午 10：00 - 10：30
P.3 – P.4 上午 10：30 - 11：00
P.5 – P.6 上午 11：00 - 11：30
 詳情另見 9/9 發出之第 020 號 e 通告

16.

24/9 (六)

分級家長會
 詳情另見稍後發放之 e 通告

17.

26/9 (一)

「小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

至

 若申請者有兄姊於本校就讀，必須檢查兄姊之手冊第 3 頁「學籍表」(須蓋有
校印)，確保填妥及預備其他所需資料，詳情請參閱有關申請表格

30/9 (五)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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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屆校際朗誦節
 第七十四屆校際朗誦節即將接受報名，同學可參加粵語詩詞獨誦、普通話詩
詞獨誦或英詩獨誦。凡有興趣參加者，校方可代為報名，安排如下：
i. 請家長自行登入本校內聯網下載有關報名表及比賽誦材
ii. 家長首先須於 9 月 7 日(三)前於本校內聯網填妥 Google form 報名
(Google form 只可提交一次)。Google form 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MEMaK93BvPmBG2hB9
iii. 學生再於 9 月 8 日(四)或 9 月 9 日(五)小息(一)或(二)把填妥的紙本報
名表(於本校內聯網下載)，連同參賽款項$150 交回校務處，填表時請
家長確保資料無誤，如因報名資料有誤影響參賽資格，校方恕不負責
 學校不會提供訓練，家長需自行訓練子女
 本年度校際朗誦節比賽改以錄影形式進行，家長需自行把比賽影片上載到指
定地方，詳情可參閲以下網站：https://www.hksmsa.org.hk/tc/?page_id=4955
 如有疑問，可向有關負責老師或廖秀怡主任查詢

上課安排
3.1 學生手冊使用
 學生手冊將於 1/9 (四) 派發，請細閱各項細則，並請家長簽署第 4、5 及 9 頁。
 詳情另見 26/8 發出之第 005 號 e 通告。
3.2 小息
 小賣部暫停開放，請家長安排同學上學前進食早餐。
 學校已為 P.1 學生及插班生預備防飛沫擋，免費贈予有關學生，並於 9 月 1 日(四) 派發。
 由於去年已派發防飛沫擋給舊生，為環保緣故，請 P.2-6 學生自備防飛沫擋回校，以便小息
時使用。如有遺失，家長須自行補購。
3.3 放學
 放學安排照常，設自行隊、家長接送及校車隊，詳情另見 26/8 發出之第 005 號 e 通告。日
後如家長需更改放學形式，請預先通知班主任。
 如常依照校車公司所安排的時間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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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4.1 家長到校領取學生家課
 同學如因病、因事請假，其當天功課會在放學時送到校務處，家長本人 / 預早指定之兄弟姊
妹 / 其他委託人可於放學後到校務處領取。

 請病假之學生宜在家多休息，校方不鼓勵患病同學回校領取功課。家長如需委託其他同校同
學協助領取功課，請預先聯絡有關同學及其家長。
 校方不會代為安排學生替請假同學交收功課，以免影響該生之學習或於送遞過程中出現安全
問題。
4.2 學生回校上課室取物
 學校一直鼓勵同學培養自律自理精神，每天放學前自行把需用物品帶回家。因此，校方不鼓
勵同學或家長回校取回物品(包括：漏取功課、書本及個人物品等)。
 請留意校務處開放時間：
只限星期一至五下午 5:00 前
星期六、日及學校假期休息
 學生回校取物時，必須穿著整齊校服或體育服，以茲識別，並會予以記錄。
 每學期累積三次回校取物者，需交由訓導組跟進。
4.3 刊登學生照片及編製影片同意書
 本校向來重視學生全人教育及均衡發展，故在課堂內外均積極推行各類型活動，並拍攝有關
活動花絮，以供日後刊登或播放在校訊及宣傳品上，讓家長及公眾人士了解本校多姿多彩的
學習生活。
 現徵求家長同意，授權本校可刊登 貴子弟的活動照片及編製影片。倘家長不同意此項安排，
煩請具函交班主任轉交本校。
4.4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當學生參加活動或計劃時，校方會收集家長及同學之個人資料。校方於活動或計劃結束後，
將會把有關個人資料儘快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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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措施
5.1 學校就「紅碼」及「黃碼」人士應採取的措施
 詳情請另見 29/8 發出之第 031 號 e 通告。
5.2 環境衞生
 學校會繼續嚴格執行教育局《學校健康指引》及衞生防護中心《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學
校的健康指引》所載的各項衞生防疫措施，包括在校園內所有人士須時刻戴上口罩，保持適
當的社交距離、在校舍出入口為師生量度體溫等，以保障師生健康。
 學校已請清潔公司全面清潔及消毒校園，並會在同學回校上面授課後繼續每天定時清潔消
毒。
 學校亦已促請全校教職員、校巴司機及隨車人員加強衞生防疫措施，確保個人及學校環境衞
生。
5.3 防疫設備
 在校舍出入口設有紅外線體溫探測儀，為教職員、學生、家長及訪客量度體溫。
 在校舍出入口備有消毒搓手液，供學生及有需要進入校舍範圍的人士使用。
 在課室備有梘液、即棄抹手紙及消毒搓手液，供師生使用。
 課室座位以「面對背」方式單行排坐，並盡量使用課室空間，以保持學生之間的距離。
 為保持空氣流通，課室抽氣扇、門或部份窗戶將會打開。
 安排同學不論小息、參與活動、在洗手間排隊時，保持適當的社交距離。
5.4 校車服務
 請家長按照校車公司所通知之時間接送學生，上車時必須注意個人防疫措施。

5.5 家長參與
 家長及學生防疫指引，請參閱附件(一)及(二)，籲請家長合作，切實執行，以保障子女健康。

 基於疫情，凡到校人士 (包括：學生、家長、教職員、到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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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及訪客並非屬「紅碼」或「黃碼」人士。
在學校期間，必須全程配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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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亦需密切注意教
育局及學校的最新公布。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范婉君

謹啟

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SBM_開學及九月份綜合通告_007 (e 通告)
------------------------------------------------------------------------------------------------------------------------------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已獲悉有關「開學及九月份綜合通告」(e 通告) 之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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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二年八月
日
SBM_開學及九月份綜合通告_007 (e 通告)

附件(一)：家長防疫指引
時段
上學前









第 007A 號通告(e 通告) 附件一

注意事項
為子女量度體溫及進行快速抗原測試，記錄於學生手冊 P.91「量度體溫及快
速抗原檢測記錄表」內。
如有發熱或快測結果呈陽性，不可回校，應替子女請假。
採取預防措施及留意子女的健康情況，如同學有任何身體不適（即使徵狀非
常輕微），應儘快向醫生求診，以及早獲得適切診斷和治療。
為子女預備紙巾及後備口罩(1-2 個)，也可預備消毒搓手液及口罩儲存器。
儘量安排子女於上學前進食早餐。
提醒子女在街上/乘坐校巴或保姆車及公共交通工具時，必需戴上口罩。
教導子女注意個人衞生，勤洗手，避免雙手接觸眼、鼻和口，並要與他人保
持適當的社交距離。

放學時
(家長隊)

 按教育局指引，家長必須符合「疫苗通行證」要求，進入校園時使用「安心
出行」應用程式，供學校查閱。
 家長如屬「紅碼」或「黃碼」人士，不可進入校園。
 避免人群聚集，學校小閘只供家長隊進入校園，不能用作離開。
 先到校門前，校方會安排以紅外線體溫探測儀為家長量度體溫。
 以酒精搓手液清潔雙手，然後才到小賣部旁等候學生。
 接學生後，請繼續往前走，經車閘離開學校。

如確診 2019
冠狀病毒病

 回校上面授課後，家長一經證實以下情況，請即時致電 3129 4294 通知本校
校務處職員，以便校方採取應變措施及上報教育局：
(a) 學生確診染上 2019 冠狀病毒病；
(b) 學生被界定為 2019 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1」。

1

註：「密切接觸者」由衛生防護中心界定。

附件(二)：學生防疫指引
時段
上學前







第 007A 號通告(e 通告) 附件二

注意事項
在家中量度體溫及完成快測，記錄於學生手冊記錄於學生手冊 P.91「量度體
溫受以快速抗原檢測記錄表」內。
如有發熱或快測結果呈陽性，不可回校。
戴上口罩，並儘量避免除下口罩。
帶備紙巾及後備口罩(1-2 個)，也可自備消毒搓手液及口罩儲存器。
於上學前進食早餐。

上學途中

 在街上/乘坐校巴或保姆車及公共交通工具時，必需戴上口罩。

進入校舍前

 以酒精搓手液清潔雙手。
 於學校大堂經過紅外線體溫探測儀量度體溫。
 如發現同學體溫有異常，會即時替同學再次探溫。如有發熱，會安排同學到
醫療室安坐，由書記照顧，聯絡家長接回學生。

進入課室後








放下書包，然後洗手。
整理要交的功課及文具，放在桌面。
星期四自備早讀圖書，不可借閱課室圖書。
交功課(如有)。
運送功課的服務生回課室後要洗手。
注意個人衞生，避免觸摸眼睛、口和鼻，不可共用個人物品。

小息時






自由活動，不宜與同學有緊密接觸，保持適當社交距離。
不可攜帶或使用噴射式飲水器。
如需飲食，要安坐在自己座位，在當值老師關顧下進行(見「進食流程」)。
小息完結前，使用自備或課室內的搓手液清潔雙手。

小賣部

 暫停開放。

進食流程












放學時

 離開校園後，仍需戴上口罩。

先洗手。
預備紙巾或口罩儲存器，放在桌子上。
安坐在座位上，打開防飛沫擋 (沒有使用防飛沫擋，不可在校內進食)。
脫下口罩，把口罩放在紙巾上蓋好或放入口罩儲存器內。
用消毒搓手液消毒雙手才可進食。
摘下口罩進食時不應交談，並盡量與其他人保持距離。
切勿共用餐具、食器，切勿共享食物或飲品。
清潔嘴巴及雙手。
進食後立刻戴上口罩。
再次用消毒搓手液消毒雙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