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編號：1718A019(N)
港澳信義會小學
2017-2018 年度十二月份通告
敬啟者：轉瞬間，2017 年旋將結束，聖誕將臨，謹祝各位家長聖誕快樂，主恩滿溢！家長可使用電子
通告查閱十二月份通告，或登入學校網址 http://www.hkmlcps.edu.hk 瀏覽。
1.

提高警覺 預防水痘、猩紅熱、急性腸胃炎等傳染病
衛生防護中心提醒學校通知家長，提高警覺預防下列傳染病。請家長提醒子女保持良好個人衛生
習慣，包括用梘液妥善清潔雙手、打噴嚏或咳嗽時要掩著口鼻，妥善處理口鼻排出的分沁物；避
免與他人共用個人物品，如餐具和毛巾。倘子女感染上述傳染病，家長應按醫生建議，讓子女在
家休息。
 水痘：本港已步入水痘的季節性高峰期，水痘為本港常見的幼兒傳染病，傳播途徑包括經人
與人接觸直接傳播、透過患者的飛沫或散佈在空氣中的呼吸道分泌物傳播，及接觸到被患者
傷口分泌物弄污的物件而間接傳播，倘若子女患上水痘可能會輕微發熱及出疹，校方籲請家
長千萬不要讓患上水痘的子女上學，必須留在家中約一星期或直至所有水泡變乾、結痂為止，
以免把病毒傳染給校內其他同學。
 猩紅熱：在過去數年均呈現季節流行情況，活躍程度一般於五至六月，以及十一月至三月期
間較高。病發初期通常出現發燒和喉嚨痛，偶爾會有頭痛、嘔吐和腹痛。舌頭表面可出現草
莓般(呈紅色和凹凸)的外觀。在發病首日或翌日，身軀和頸部會出現砂紙般粗糙的紅疹。其
後紅疹會蔓延至四肢，特別是腋窩、肘部和腹股溝。紅疹多在一星期內消退，繼而指尖、腳
趾和腹股溝的皮膚會脫皮。如懷疑患上猩紅熱，應立即向醫生求診。
 急性腸胃炎：腸胃炎病毒可透過進食受污染的食物或未經徹底煮熟的貝殼類海產、直接接觸
患者的嘔吐物或排泄物、接觸受污染的物品或經嘔吐時產生的帶病毒噴沫傳播。病毒具高傳
染性，較常於冬季月份發生。感染的徵狀包括噁心、嘔吐、腹瀉、腹痛、發燒及疲倦。如患
上急性腸胃炎，應立即向醫生求診。

2.

假期
 12 月 15 日（五）為陸運會補假。
 12 月 21 日（四）至 1 月 1 日（一）為聖誕及新年假期。

3.

聖誕崇拜
12 月 20 日（三）為本校一年一度慶祝救主降生的日子，是日放學時間為下午 12:45。當天學校
將安排成長課、崇拜及班聯歡會等慶祝活動，學生需帶手冊、文具、顏色筆、環保餐具及食物盒。

4.

親子運動會
12 月 14 日（四）學校將於將軍澳運動場舉行 2017-2018 年度親子運動會。當天全校集合時間為
上午 8:00，集合地點為將軍澳運動場一樓觀眾席後平台，解散時間約下午 12:45，解散地點同樣
為將軍澳運動場一樓觀眾席後平台。其他詳情可參閱 10 月 13 日派發之親子運動會通告。
 自行隊學生須自行往返運動場，不用回校集合及解散。
 家長隊學生須由家長接送往返運動場，不用回校集合及解散。
 校車隊學生由校車接載往返運動場及各校車站。

5.

親子賣旗日
為本校提供學生輔導服務之「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將於 2017 年 12 月 23 日（六）舉行 2017
年賣旗籌款活動。詳情請見 11 月 30 日發放之電子通告。

6.

本月份校內活動
 12 月 14 日（四）上學期「普輔」結束。

7.

周五綜合活動安排（上午 11:50 - 中午 12:35）
日期
小一至小三
12 月 1 日（五）
思維課
12 月 8 日（五）
思維課

小四至小六
思維課
思維課

8.

9.

周五下午全方位學習安排
日期
班別
12 月 1 日（五）
2E
3A、3B、3C、3D、3E
5A、5B、5C、5D、5E
6A、6B、6C
*新增全方位
12 月 8 日（五）
4A、4B、4C、4D、4E
5A、5B、5C、5D、5E
6A、6B、6C、6D、6E
周五下午增潤或其他學習安排
有關學生會收到相關通告，請按時出席。
日期
組別
12 月 1 日（五）
小六 Bright Sparks
小六中文增潤學習

學習類別
圖書
英文
思維

地點
學校
學校
將軍澳

時間
1:35 – 3:15
1:35 – 3:15
1:35 – 3:15

升中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
鄧英喜中學

1:35 – 3:15

思維
中文
英文

學校
香港公園
學校

1:35 – 3:15
1:35 – 4:15
1:35 – 3:15

地點

時間

學校

1:35 – 3:15

10. 校外比賽成績
比賽項目
2017 年校際獨木舟比賽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7
西貢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7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7
大埔游泳會週年水運會

Hot Wheels 校際路軌工程賽 2017
第九屆「講德公˙比畫功」
德育及公民教育繪畫比賽
昇華朗誦專業評級賽 2017
小飛魚鼓勵賽 2017
亞太菁英自然科學競賽(決賽)
2017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決賽
喇沙跆拳道錦標賽 2017
第九屆才藝大獎賽
2017-2018 全港室內單車錦標賽
2017-2018 全港單輪車賽

童夢歷奇繪畫比賽 2017

獎項
男子(11-12 歲)T1-1000M 冠軍
200 米個人四式亞軍
小學組 4x50 米接力邀請賽第五名
男子青少年 H 組 100 米自由泳季軍
200 米自由泳亞軍
4x50 米四式接力冠軍
男子青少年 J 組 100 米自由泳亞軍
男子青少年 J 組 50 米自由泳季軍
男子青少年 H,I,J 組 4x50 米四式接
力冠軍
男子青少年 J 組 100 米自由泳亞軍
男子青少年 J 組 50 米蝶泳冠軍
50 米自由泳冠軍
100 米自由泳冠軍
100 米蛙式冠軍
50 米蛙式亞軍
至‘反’斗啦啦隊打氣大獎季軍
高級組季軍
高級組優異
季軍
25 米蛙泳冠軍
25 米自由泳冠軍
銅獎
三等獎
季軍
亞軍
單車花式女子 U11(10 歲組)季軍
女子 18 吋組季軍
女子 20 吋組季軍
女子 14 吋組亞軍
女子 16 吋組亞軍
小五、小六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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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學生〔*為 16-17 年度畢業生〕
6D 黃子浩
3A 黃子謙、3B 黃彥興、4B 呂仲晁
5E 劉喆、6A 呂洛榆、6D 黃子浩
6D 黃子浩

3A 黃子謙

3A 黃子謙
3A 黃子謙
4A 郭靜恩
*汪宇軒、5B 蕭朗天、5E 劉喆
6C 利健樂、6E 陳冠衡
6D 黃子浩
6D 謝祖妍
4A 黃熙南
4E 陳凱琳
6E 吳展霖、羅傲齊
6E 吳展霖、羅傲齊
2E 黃珈睿
4A 黃熙南
5D 黃慎琳
5D 黃慎琳
2D 黃溢允
6E 劉姍樺

11. 家長會/家長教師會活動/活動推介
 12 月 1 日（五）晚上 7:00 – 8:30 於本校禮堂舉行 2017-2018 年度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
會暨第十八屆常務委員選舉及就職禮，詳情請見 11 月 16 日發放之電子通告。
 12 月 8 日（五）晚上 6:30 – 8:00 於本校禮堂舉行小六升中家長會，請小六家長預留時間
出席，詳情請見 11 月 17 日發放之電子通告。
 12 月 20 日（三）小一聖誕聯歡會將由已參加「童真童心」家長義工培訓課之家長，協助籌
備及帶領學生活動。
 「香港福音盛會 2017」定於 2017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 日在香港大球場舉行，一連四天之
全港佈道大會，共有四場公開場及三場特別場：中學生場、普通話場及國際場。已索取入場
券之家長，請依時出席。校方尚餘各場少量入場券，歡迎家長於辦公時間內親臨本校校務處
索取。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 陳 文 燕 )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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