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2022 - 2023 年度 下學期 

四月份綜合通告(e 通告) 

 

分發對象：小一至小六家長                                                                              

敬啟者： 

    現將四月份注意事項詳列如下，敬請家長垂注。 

31/3(五) 更新學生接種疫苗情況 

 教育局須要收集學校最新疫苗接種資料，因此同學如在二月至三月份曾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請家長自行影印接種紀錄副本，於 31/3(五)交予班主

任跟進和保管。 

1/4(六) 至

30/4(日) 

 

正向語言 

 24/3(五) 派發之第 219 號 e 通告提及要長時間維持幸福的關係，正面的話就

要說得比負面的話多五倍。 

 為鼓勵家長多運用正向語言，學校會每星期跟家長分享 2-3 句正向語言，期

盼發揮家校合作精神，提升同學的幸福感。 

4/4 (二) 

 

復活節崇拜 / P.1-5 拍攝班照 / 開心果日 

 當天班主任課，設有午膳，放學時間為下午 1:05。 

 當天舉行復活節崇拜，主題是「你是我的兒子」，幫助同學明白上帝不離不

棄的大愛。 

 當天會為 P.1-5 拍攝班照，請穿著整齊冬季體育服，詳情另見 28/3 (二) 派發

之第 215 號繳費通告。 

 當天亦為開心果日，詳情另見 28/3 (二) 派發之第 214 號 e 通告。 

中英文科資優活動「網上演講故事 (Storytelling) 工作坊」 (zoom 網課) 

 時間：下午 3:00 – 4:00 

對象：獲老師推薦參加的 P.2-6 同學 

《基本法》頒布紀念日 

 每年 4 月 4 日是「《基本法》頒布紀念日」，學校會將有關資料和學習遊戲

刊載於復活節的「假期樂」內，請家長指導子女，一起閱讀及積極參與活動，

詳情請參閱「假期樂 (復活節)」。 

5/4 (三 ) 至 

15/4 (六) 

 

清明節及復活節假期 

 學生不用回校上課，校舍暫停開放。 

 請同學善用假期，進行有益身心的活動，並完成「假期樂 (復活節)」，於 17/4

（一）假期後上課首天交回班主任，請家長督促子女完成有關學習活動。 

13/4(四)或之

前 

 

下載學生電子嘉許狀 

 本校同學早前參加了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舉辦的「2022 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

比賽」，每名參賽同學現可登入香港教育城下載學生嘉許狀，如有查詢，請

與程凱傑老師聯絡。 

14/4 (五) 至 

26/4 (三) 

2023 國家安全網上問答比賽 

 對象：P.1-6 同學 

日期：14/4(五) 至 26/4(三) 上午 8:00 至下午 6:00 

網址：www.edcity.hk/national-security/pri 

 有關詳情請參閱「假期樂」。 

15/4(六)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國家安全涵蓋不同領域，與我們、香港和國家發展緊密相連的關係，有見及

此，復活節的「假期樂」中也預備了有關國家安全的的影片連結、學習資料

和工作紙，請同學認真完成。低年級家長可以跟子女親子完成相關活動，詳

情請參閱「假期樂 (復活節)」。 

 

 

第 213 號通告(e 通告) 

http://www.edcity.hk/national-security/pri


17/4 (一) 至

1/5(一) 

彈性轉換夏季校服 

 17/4(一)至 1/5(一)為轉換夏季校服適應期，學生可因應天氣轉換夏季校服。

惟轉換校服時，必須為整套的夏季校服或整套夏季體育服，有關校服及服飾

標準，請參閱手冊 P.5。 

 2/5 (二) 起全校學生正式更換夏季校服。 

21/4 (五) 

 

世界閱讀日 

 本年度的主題學習「MTPS-STEM 健康校園」之「421 明道閱讀日」將於 21/4 

(五)舉行。當天的活動多姿多彩，有作家一樹哥哥、利倚恩的「魔法講座」，

通過玩遊戲和講故事，分享寫作經歷與心得；五、六年級同學會參與《小王

子的星際旅行》正向繪本劇場，同學可以投入故事情節，學習以行動解決困

難；「齊來動手做 STEM 科學手作」讓同學觀看介紹港鐵的影片，同時學習

製作萬花筒。此外，還有「Storytime STEAM」和大受歡迎的中英文書展，期

望同學當天遨游在閱讀的書海中，一同享受閱讀的樂趣。 

 活動安排： 

日期：21/4(五) 

年级：P.1-6 

時間：上午第三節至第八節 (首兩節按時間表上課) 

書展：建議可帶$50 - $150 購買圖書 (自備環保袋) 

 請家長鼓勵同學積極投入當天「421 明道閱讀日」的活動。 

421 無功課日 

 當天亦是本校的「無功課日」，同學回家後可以繼續享受閱讀的時光。 

六年級統一派位家長會 

 時間：下午 6:30 – 8:00 

對象：P.6 家長 

目的：讓家長了解升中統一派位機制及協助子女面對升中問題 

 詳情另見 27/3 (一) 派發之第 217 號 e 通告。 

22/4(六) 現場售賣夏季校服 

 詳情另見 22/3 (三) 派發之第 207 號 e 通告。 

中英文科資優活動 - 故事演講預賽錄音環節 

 活動時間：上午 9:00 – 下午 1:00 

集合地點：本校雨操場 

參加對象：獲老師推薦參加的 P.2-6 同學 

 詳情另見 22/3 (三) 派發之第 209 號 e 通告。 

29/4(六) 專家系列家長講座 

 分享正面引導孩子的方式及回應，並和家長們探討日常生活中如何應用與孩

子不同的正向溝通方法。 

 對象：全校家長 

講員：葉廣森先生 (校本言語治療師) 

書包減磅 

計劃 

書包減磅計劃 

 四月中旬將進行「書包減磅計劃」，老師會定時檢視同學書包是否過重及提

醒同學如何減輕書包的重量。 

四月份

STAR 網上

練習 

四月份 STAR 網上練習 

 四月份 P.4 至 P.6 中文、英文、數學科 STAR 網上練習已上載香港教育城，

學生可於 3/4 (一) 起自行登入完成練習。 

訓導組 

溫馨提示 

 

訓導組溫馨提示 

 開學至今已有一段時間了，學校經常拾獲同學的個人物品，如：外套、水樽、

食物盒、文具、少量金錢等。請家長提醒子女，小心看管個人財物，個人物

品必須寫上姓名和班別，以便遺失時認領。 

 同學如有需要在小賣部購買食物，每天只攜帶少量現金(不得超過$30)。 



 學校會每年清理一次同學的失物，如在下學期結業禮前沒有同學認領失物，

學校將棄置有關物品。 

 拾獲的金錢，學校會在下學期結業禮後，全數代表同學捐增不同的非牟利機

構，並會以通告形式告知各家長。 

 拾獲任何八達通或配件 (八達通卡、八達通手錶等)，如在下學期結業禮前沒

有同學認領，學校將送回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如家長發現同學在校遺失物品，請提醒子女主動與老師聯絡或求助。 

預防傳染病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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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盡早求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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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盡早求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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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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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見衞生防護中心網址：https://www.chp.gov.hk/tc/index.html 

歡欣的消息 西貢消防安全創作標語及填色比賽 

 6C 王嘉禧榮獲「優異獎」 

全港躲避盤錦標賽 

 4B 陳力行、4B 謝佑銘、4C 周梓軒、5C 陳嘉晉、5C 林梓唯、5E 陳澤宇、6B

梁晞雯、6C 呂靜雯、6C 趙俊賢、6C 陳凱蕎、6D 王雪、6D 劉家威、6D 李

俊賢、6D 林諾堯、6D 留子隆、6E 呂洛軒、6E 林誠躍榮獲「盾賽亞軍」 

22-23 西貢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4E 岑珮瑩、5E 黃雅琳、6C 奚詠茵、6E 何妍嘉、6E 陳嘉嵐榮獲「女子團體

殿軍」 

 4E 岑珮瑩榮獲「女子傑出運動員」 

Tell a Tale 童你說故事組別三 (P.5-6) 

 5D 鄭清瑜榮獲「第一名」 

 5C 曾芷瑩榮獲「第二名」 

 5E 莊煜俊榮獲「第三名」 

Tell a Tale 童你說故事組別二 (P.3-4) 

 3D 陳芊霖榮獲「第一名」 

 4D 司徒尚哲榮獲「第二名」 

 4C 馮傲博榮獲「第三名」 

Tell a Tale 童你說故事組別一 (P.1-2) 

 2B 陳祐信榮獲「第一名」 

 2B 陳思穎榮獲「第二名」 

 2C 黃諾謙榮獲「第三名」 

元宇宙(虛擬世界)繪畫及黏土國際比賽 2022 繪畫比賽 

 5E 蔡依娜榮獲「小童組金獎」 

｢笑住戴 · COVID bye bye｣ 口罩設計比賽 

 5D 吳宛兒榮獲「小學組優異獎」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P.6 英詩獨誦) 

 6D 孫衍朗榮獲「男子組冠軍」 

 6C 趙俊賢、6C 陳俊熹、6D 留子隆、6D 朱偉軒、6E 梁睿圖、6E 周卓南榮獲

「男子組優良獎」 

 6D 黃煒祺榮獲「女子良好獎」 

 6D 劉幸琳、6D 劉恩希、6C 陸詩婷、6E 司徒苑盈 6E 周岢鋆、6E 胡凱晴、

6E 譚嫝晴、6E 何妍嘉榮獲「女子優良獎」 

 

 

https://www.chp.gov.hk/tc/index.html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P.5 英詩獨誦) 

 5D 梁梓謙榮獲「男子組良好獎」 

5B 甄泳彤、5C 曾芷瑩、5D 吳宛兒、5E 黃雅琳、5E 温雪晴、5E 陳詩婷榮獲「女

子組優良獎」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P.4 英詩獨誦) 

 4E 張允熙榮獲「女子組冠軍」 

 4D 李樂行榮獲「男子組良好獎」 

 4C 馮傲博、4C 陳梓軒、4D 蔡滶𨦼、4D 司徒尚哲、4E 彭子悦、4E 謝宥弦榮

獲「男子組優良獎」 

 4D 李卓蕎、4E 常睎瞳榮獲「女子組優良獎」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P.3 英詩獨誦) 

 3D 熊梓翔、3D 孔悳謙、3D 鍾曉光、3E 邱駿謙、3E 羅天約、3E 温德浩、3E

胡凱麒榮獲「男子組優良獎」 

 3D 李穎芊榮獲「女子組良好獎」 

 3D 譚阡彤、3D 李塏欣、3D 陳芊霖、3E 葉芊希榮獲「女子組優良獎」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P.2 英詩獨誦) 

 2B 黃晞瑜榮獲「女子組亞軍」 

 2A 何翊迦、2B 陳祐信、2C 黃諾謙、2D 張博森、2D 周梓洛榮獲「男子組優

良獎」 

 2B 陳思穎、2C 凌凱鳴、2C 李玥言、2D 李庭萱、2E 陳芷澄、2E 鄭慧心榮獲 

「女子組優良獎」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P.1 英詩獨誦) 

 1D 劉子瑜、1E 王安晴榮獲「女子組優良獎」 

小六普通話詩詞獨誦 

 6C 陸詩婷、6D 朱偉軒、6D 劉幸琳、6E 周卓南榮獲「良好獎」 

小五普通話詩詞獨誦 

 5D 吳宛兒、5D 林熙宸、5D 戚昊弘、5E 黃雅琳榮獲「良好獎」 

小四普通話散文獨誦 

 4D 蔡傲𨦼榮獲「優良獎」 

小四普通話詩詞獨誦 

 4D 蘇敏瑜、4E 常睎瞳、4E 吳靖烽榮獲「優良獎」 

小三普通話詩詞獨誦 

 3C 劉寶晴、3E 黃梓淇、3E 葉芊希榮獲「優良獎」 

小二普通話詩詞獨誦 

 2D 李庭萱榮獲「亞軍」 

 2C 凌凱鳴榮獲「季軍」 

 2A 盧俊希、2A 鄭雅芝、2A 謝梓俊、2B 趙君瑜、2C 楊敏悅、2C 陳子雯、

2D 唐紫媛、2D 戚劭宇、2D 劉梓灝、2E 石俊朗、2E 招逸晴榮獲「良好獎」 

小一普通話詩詞獨誦 

 1C 周凱蕎、1D 徐梓欣、1D 林晉謙榮獲「良好獎」 

 1A 蔡依靜、1A 黃美琳、1A 王梓琳、1A 劉晉豪、1A 陸儉朗、1B 莊喬智、

1B 黃文希、1B 湯詠文、1C 陸智澧、1C 傅苡凡、1D 姚泳希、1D 蘇洛頣、

1D 陸智曦、1E 曾君琳、1E 許心悠榮獲「優良獎」 

小六粵語詩詞獨誦 

 6D 劉幸琳榮獲「優良獎」 

小五粵語詩詞獨誦 

 5D 何倬瑩、5D 吳宛兒、5E 黃雅琳、5E 薜鍩因、5E 温雪晴榮獲「良好獎」 

小四粵語詩詞獨誦 

 4D 蘇敏瑜、4D 李樂行、4E 吳靖烽榮獲「良好獎」 

 



小三粵語詩詞獨誦 

 3D 熊梓翔、3E 温德浩榮獲「良好獎」 

 3D 李穎芊、3D 鍾曉光榮獲「優良獎」 

小二粵語詩詞獨誦 

 2E 莊皓雪榮獲「優良獎」 

小一粵語詩詞獨誦 

 1D 林晉謙榮獲「優良獎」 

小五、小六說故事粵語 

 5D 鄭清瑜榮獲「亞軍」 

 5D 何倬瑩、6A 劉嘉欣、6B 陳莉欣、6D 陳樂怡、6D 劉幸琳榮獲「優良獎」 

小三、小四說故事粵語 

 4D 蕭家嵐榮獲「良好獎」 

HIT IT! DANCE COMPETITION 2022 JAZZ DANCE (10-11 歲) 

 5E 羅浠彤榮獲「Troupe 銀獎」 

第十六屆星舞盃舞蹈比賽 2022 (7-8 歲考試舞) 

 2E 鄭晴榮獲「雙人銀獎」 

國際兒童及青少年普通話朗誦比賽 (兒童 E 組) 

 3E 黃梓淇榮獲「季軍」 

青少兒童文藝交流協會繪畫比賽 (P.3-P.4 組) 

 3E 黃梓淇榮獲「季軍」 

香港拔萃兒童文化藝術協會普通話朗誦比賽 (P.3-P.4 組) 

 3E 黃梓淇榮獲「季軍」 

青少年及兒童比賽協會普通話朗誦比賽 (P.3-P.4 組) 

 3E 黃梓淇榮獲「亞軍」 

International Children Arts Platform Children Manadarin Speech Competition (6-8 歲) 

 3E 黃梓淇榮獲「亞軍」 

Asia Kids Talent 2022 Christmas Painting Contest (P.3-P.4) 

 3E 黃梓淇榮獲「亞軍」 

Asia Kids Talent Manadarin Speech Contest (P.3-P.4) 

 3E 黃梓淇榮獲「亞軍」 

香港拔萃兒童文化藝術協會兒童音樂比賽 (P.3-P.4) 

 3D 吳鑫堯榮獲「季軍」 

全港跳繩全能賽 

 3B 蔡汶臻榮獲「九歲男子組 30 秒前交叉速度跳季軍」 

 2C 楊敏悦「八歲女子組 30 秒單車步速度跳季軍」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范婉君  謹啟 

 

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日 

SBM_四月份綜合_213(e 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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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有關「四月份綜合通告」(e 通告) 所述內容，並當知照辦理。 

 

有關敝子弟二月至三月份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情況，現向學校更新如下： 

    □  敝子弟曾於二月至三月份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本人會影印最新的接種記錄予班主

任跟進，請學校更新記錄。 

    □   敝子弟沒有在二月至三月份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學校毋需更新記錄。 

 

      

此覆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校長              

            

 

 

學生姓名：                (    ) 

班    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三年三月    日 

SBM_四月份綜合_213(e 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