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通告編號 發出日期 主題 有關級別
有否

家⾧回條
收回條日期

21091 11/8/2022 《中五級視覺藝術科補課安排》 中五級有關同學 紙本簽署 12/8/2022

21090 9/8/2022 《教師及學生初步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電子通告） 全校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11/8/2022

21089 8/8/2022
《中四級─日防夜防‧災難可防之中學生「心」度防災自然教育計
劃活動取消》 中四級 紙本簽署 11/8/2022

21088 4/8/2022 《學生及學生家人初步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電子通告） 全校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8/8/2022

21087 3/8/2022 《中五級通識科評估安排》 中五級有關同學 eClass簽署 5/8/2022

21086 6/8/2022 《有關轉交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資料事宜》 中六 紙本簽署 22/8/2022

21085 3/8/2022 《中四級企會科評估安排》 中四級有關同學 eClass簽署 5/8/2022

21084 1/8/2022 《教師、學生及學生同住家人初步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 全校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3/8/2022

21083 1/8/2022 《中四及中五級試後活動安排修訂》 中四級及中五級 紙本簽署 3/8/2022

21082 1/8/2022 《禁毒資源套》（電子通告） 全校 eClass簽署 5/8/2022

21081 26/7/2022 《學生初步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電子通告） 全校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28/7/2022

21080 25/7/2022 《學生及學生家人初步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電子通告） 全校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27/7/2022

21079 29/7/2022 《中五級增潤班》 中五級 紙本簽署 1/8/2022

21078 28/7/2022 《中四級增潤班》 中四級 紙本簽署 2/8/2022



21077 26/7/2022 《中三級增潤班》 中三級 紙本簽署 1/8/2022

21076 28/7/2022 《中二級增潤班》 中二級 紙本簽署 5/8/2022

21075 28/7/2022 《中㇐級增潤班》 中㇐級 紙本簽署 1/8/2022

21074 21/7/2022 《學生初步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電子通告） 全校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25/7/2022

21073 18/7/2022 《教師、學生及學生家人初步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
（電子通告）

全校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20/7/2022

21072 12/7/2022
《學生及學生同住家人初步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電子通
告） 全校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14/7/2022

21071 7/7/2022 《職員及學生同住家人初步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電子通
告）

中㇐至中五級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8/7/2022

21070 7/7/2022 《香港中學文憑㇠類科目應用心理學報名》 中三級 紙本簽署 8/7/2022

21069 12/7/2022

《綜合通告》 （電子通告）-
訂購20222023年度課本安排、7月及8月份課後延伸學習安排、
香港中學文憑㇠類科目：應用心理學課程安排 （中四級適
用）、中華電力學生電子學習支援計劃2022、學生成就

中㇐至中五級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14/7/2022

21068 5/7/2022

《綜合通告》
中三級7月份注意事項、學期終注意事項、2022/23年度學生註
冊安排、2021/22年度結業禮崇拜、領取成績表、書單及有關文
件安排、各級暑期習作安排、2022/23年度開學安排、農產品及
海魚獎學基金—高中獎學金／助學金

中㇐至中五級 紙本簽署 7/7/2022



21067 29/6/2022 《學生及學生同住家人初步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電子通告) 全校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4/7/2022

21066 30/6/2022 2021/22學年學生運動員資助計劃-資助申請 各校隊成員 紙本簽署 29/7/2022

21065 28/6/2022

《綜合通告》 （電子通告）-
科學科課後延伸學習安排、派發中㇐至中五級第二學期統㇐測
驗成績表事宜、信義人開心速遞系列 —「分享物資・分享愛」
行動

中㇐至中五級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30/6/2022

21064 21/6/2022 《綜合通告》（電子通告）-
中三級試後上課安排、家校合作 預防上呼吸道感染、學生成就

中㇐至中五級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23/6/2022

21063 13/6/2022 《學生及學生同住家人初步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電子通告) 中㇐至中五級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15/6/2022

21062 14/6/2022

《綜合通告》（電子通告）-
派發中三級第二學期統測成績通知書事宜、 中三級第二學期考
試課堂調動安排、中㇐至中二、中四至中五級第二學期考試安
排、2022/23年度中四選科安排  （中三級適用）

中㇐至中五級 紙本簽署 16/6/2022

21061 8/6/2022 《教師初步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電子通告） 全校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10/6/2022

21060 7/6/2022

《綜合通告》（電子通告）-
《聯校國家安全教育到校教師工作坊》及學生上課時間調整、
中三升中四選科表及選修科安排、中三級試後銜接課程安排、
中三級全港性系統評估筆試、香港中學文憑試丙類科目：日本
語補課安排（中四級適用）、中二級學生成⾧活動日、UCAS對
照分數的修訂購（適用於由2023年9月起赴英國升學的學生）

中㇐至中五級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9/6/2022



21059 31/5/2022

《綜合通告》（電子通告）-
 恢復面授課堂的防疫安排更新指引、普通話日、「明師」教你
造起孩子系列——「成⾧關鍵八講」 免費講座、六月份課後延
伸學習安排、六月及七月份信義生命教育課安排、香港中學文
憑㇠類科目：應用心理學課程安排 （中四級適用）、社科週、
信義人開心速遞系列 —「分享物資・分享愛」行動、2023年香
港中學文憑試考試及成績發放日期、學生成就

中㇐至中五級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2/6/2022

21058 26/5/2022 中三級期終試安排 中三級 紙本簽署 30/5/2022

21057 25/5/2022 《中六級畢業典禮》 中六級 否 /

21056 17/5/2022
《綜合通告》-
中三級課後延伸學習安排、中三級家⾧晚會 中三級 紙本簽署 19/5/2022

21055 10/5/2022 《應用學習課程》報名安排（修訂）（中四級適用） 中四級 紙本簽署 12/5/2022

21054 28/4/2022
《綜合通告》（電子通告）-
第二學期統㇐測驗安排修訂、 宗教及感恩節、5月份課後延伸學
習安排修訂、中四級跨科評估課 (CSA) 安排修訂、學生成就

中㇐至中五級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5/5/2022

21053 26/4/2022
《綜合通告》（電子通告）-
5月3日開始恢復面授課堂的防疫安排、信義人開心速遞系列 —「分
享物資・分享愛」行動、五月份信義生命教育課安排

中㇐至中五級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28/4/2022

21052 20/4/2022 《校服換季安排》（電子通告） 中㇐至中五級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22/4/2022

21051 14/4/2022
《綜合通告》（電子通告）-
校曆表修訂、各級復課安排、五月份課後延伸學習安排、收集各級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情況

中㇐至中五級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19/4/2022

21050 6/4/2022

《綜合通告》（電子通告）-
領取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准考證安排、2022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時間表、
2022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資訊、2022 DSE考生應考注意事項、中六級
派發防疫物資安排、免費網上中醫診理及中藥送上門計劃、免費提供
4G流動數據上網卡予在家網上學習有困難的家庭、學生成就、本校學
生及教職員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情況

全校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8/4/2022

21049 29/3/2022 《本校學生及教職員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情況》（電子通告） 全校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31/3/2022



21048 25/3/2022 《疫苗接種資訊 》 （電子通告） 全校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29/3/2022

21047 22/3/2022 《本校學生及教職員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情況》（電子通告） 全校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24/3/2022

21046 15/3/2022
《綜合通告》（電子通告）-
復活節崇拜、本校學生及教職員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情況 全校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17/3/2022

21045 8/3/2022
《綜合通告》（電子通告）-
第二學期中㇐及中二級測考卷語言支援事宜、本校學生及教職員確診
2019冠狀病毒病情況

全校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10/3/2022

21044 3/3/2022 《教職員初步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電子通告） 全校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7/3/2022

21043 3/3/2022
《綜合通告》（電子通告）-
中四級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補課安排

中四級有關同學 eClass簽署 7/3/2022

21042 2/3/2022

《綜合通告》（電子通告）-
3至4月特別假期校務安排調整、3至4月特別假期學習及成⾧活動、
中三升中四選科及升學輔導、DSE體育科（中四級適用）、香港中學
文憑試丙類科目：日本語補課安排 （中四級適用）、香港中學文憑㇠
類科目：應用心理學補課安排 （中四級適用）、選修科目轉修申請
（中四級適用）、賽馬會逆境同行食物援助計劃、 本校學生確診
2019冠狀病毒病情況

全校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4/3/2022

21041 21/2/2022 《教職員同住家人初步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電子通告） 全校
eClass簽署或

紙本簽署
23/2/2022

21040 22/2/2022

《綜合通告》（電子通告）-
三月份課後延伸學習安排、三月及四月份信義生命教育課安排、《應
用學習課程》 （中四級適用）、《轉讀選修科目意願收集》 （中四
級適用）、愛基金「疫有祝福．全人關懷」3.0行動申請

全校
eClass或
紙本簽署

24/2/2022

21039 18/2/2022
《綜合通告》（電子通告）-
延⾧網上授課、家⾧日安排、第二學期網上統㇐測驗安排

全校 eClass簽署 22/2/2022

21038 15/2/2022

《綜合通告》（電子通告）-
中㇐至中五級學生/家⾧回校取學材及交資料改為電子方式安排、
2022至2023年度中㇐入學自行分配學位申請及面試安排、中二及中
三級應用學習導引課程、第二學期統測安排及家⾧日安排

全校 eClass簽署 17/2/2022

21037 10/2/2022 《學生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電子通告） 全校 eClass簽署 14/2/2022

21036 11/2/2022 中五級中國語文科「創意寫作提升課程」（電子通告） 中五級有關同學 有 21/2/2022



21035 8/2/2022

《綜合通告》（電子通告） -
電子通告安排、中㇐至中六級課堂安排、中六級2月10-15網上畢業試
評估安排、二月份課後延伸學習時間安排、中六級溫習週特別安排、
申請回校進行網課、有關本校學生患上水痘事宜的提醒

全校
eClass或
紙本簽署

11/2/2022

21034 20/1/2022 《中二級電腦科「代訂Arduino硬件套」事宜》 中二級 有 18/2/2022

21033 21/1/2022

《綜合通告》-
教育局宣布停止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下的安排、2021-2022環保為公
益慈善清潔籌款活動結果、《香港中學文憑丙類科目實用心理學課程
安排》（中四級適用）、中文周、學生成就

全校 否 /

21032 18/1/2022

《綜合通告》-
第8批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籌款活動結果、科學及科技週安排、填寫中
㇐至中五級家⾧問卷、《香港中學文憑丙類科目日本語課程安排》、
二月份信義生命教育課安排、㇐月及二月份課後延伸學習安排、派發
口罩安排

全校 有 20/1/2022

21031 10/1/2022

《綜合通告》-
中六級半日面授課堂安排、填寫中六級家⾧問卷、各院校校⾧推薦計
劃、二月份信義生命教育課安排、二月份課後延伸學習安排、歸還學
校圖書館書籍、中六級溫習週特別課堂安排、派發准考證、校友會入
會安排、畢業禮安排

全校 有 12/1/2022

21030 4/1/2022 《靜心教養：家⾧靜觀減壓工作坊》 全校 有 7/1/2022

21029 14/12/2021

《綜合通告》-
中㇐級學習方法分享、內地升學網上講座、「兒童及青少年2019冠狀
病毒病疫苗接種」網上講座、中六同學錄、添置、儲存及清洗畢業袍
費用、中四級公民和社會發展科評估改革調查問卷、校慶感恩崇拜、
2022年1月份中六級課後延伸學習安排、2022年1月份信義生命教育
課安排、202223「鄰舍第㇐．送米助人」計劃、5月19日及5月20日
課堂安排、畢業禮改動安排、派發校訊

全校 有 16/12/2021

21028 7/12/2021

《綜合通告》-
2022至2023年度中㇐入學自行分配學位申請、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
接種計劃更新12至17歲中小學生的接種安排、中三級「5A促進精神
健康在線課程」、「聖誕月校內創義市集」、12月13日應用心理學課
堂安排

全校 有 9/12/2021



21027 30/11/2021

《綜合通告》-
第二十六屆家⾧教師會常務委員、2021-2022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
籌款活動、第8批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籌款活動、「藝術•義行2021」
Arts for Heart 2021師生作品展、中㇐至中五級第㇐學期考試、中六
級畢業試安排、考試前清理個人物品、校內試與公開試成績對應表、
學生成就

全校 有 2/12/2021

21026 23/11/2021 《綜合通告》（電子通告） 全校 eClass簽署 25/11/2021

21025 17/11/2021 《中六級恢復全日面授學習安排》 中六級 有 19/11/2021

21024 16/11/2021
《綜合通告》-
拍攝班相及中六畢業相事宜、12月份信義生命教育課安排、中㇐級家
⾧晚會事宜、「思維教室—學會學習2.0」課堂共賞周

全校 有 18/11/2021

21023 9/11/2021

《綜合通告》-
中三級高中科目意見調查、「優質學校改進計劃：透過全面提升評估
素養優化學生學習進程」研究錄影事宜、中二級焦慮及抑鬱情緒調查
問卷

全校 有 11/11/2021

21022 2/11/2021

《綜合通告》-
訂購中三及中四級歷史科教材、旅行日最新安排、英文週、中六學生
家⾧晚會、信義藝術節2021、「思維教室 新常態下的教與學」開放
日安排、12月份課後延伸學習安排

全校 有 4/11/2021

21021 29/10/2021 《中六畢業生領取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證書》 中六畢業生 有 /

21020 26/10/2021
《綜合通告》（電子通告）-
11月份信義生命教育課安排、換季安排、中三級學生成⾧活動日、學
生成就

全校 eClass簽署 28/10/2021

21019 20/10/2021 《中㇐TIM CAMP延期事宜》 中㇐級 有 22/10/2021

21018 12/10/2021
《綜合通告》-
兒童發展基金：第八批校本計劃、學界體育月刊、香港演藝學院「校
⾧推薦計劃」、11月份課後延伸學習安排、學生成就

全校 有 14/10/2021

21017 11/10/2021 《中六級中國語文科「閱讀提升課程」》 中六級 有 13/10/2021

21016 11/10/2021 《中六級中國語文科「聆聽及綜合提升課程」》 中六級 有 13/10/2021

21015 8/10/2021 《初中融合校園講座》 中㇐至中三級 有 12/10/2021



21014 5/10/2021
《綜合通告》-
中六級大學聯合招生辦法事宜、普通話日、中六級學校推薦直接錄取
計劃事宜、家校合作 預防上呼吸道感染

全校 有 7/10/2021

21013 28/9/2021
《綜合通告》-
數學週活動安排、10月份信義生命教育課安排、中㇐生涯規劃營安
排、學生津貼的安排

全校 有 4/10/2021

21012 27/9/2021 《信義全方位學習基金申請》 全校 有 29/9/2021

21011 20/9/2021

《綜合通告》-
中㇐及中二級學材及測考卷學習語言支援、9月份補課修訂、中㇐至
中三級中國歷史科網上閱讀計劃、第㇐學期統㇐測驗、兒童發展基
金：第八批校本計劃

全校 有 22/9/2021

21010 9/9/2021 《香港中學文憑㇠類科目應用心理學面授課堂特別安排》 中四級 有 10/9/2021

21009 14/9/2021

《綜合通告》-
訂購中六級中文科教材、訂購中㇐及中二級實驗室安全護目鏡、訂購
冬季校服、10月份課後延伸學習安排、以電子方式發放家⾧通告的安
排、關注精神健康 建構關愛校園

全校 有 16/9/2021

21008 8/9/2021 《中三級電腦科「代訂Arduino硬件套」事宜》 中三級 有 20/9/2021

21007 6/9/2021 《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最新安排》 全校 有 8/9/2021

21006 7/9/2021
《綜合通告》-
派發口罩安排、9月份信義生命教育課安排、中四級學生成⾧活動日

全校 有 9/9/2021

21005 20/9/2021 《2021-2022課外活動會員招募》 全校 有 23/9/2021

21004 1/9/2021

《開學事務》-
公開試成績簡報、收集同學接種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的情況、2021-
24年度關注事項、校曆及時間表安排、9月2日及3日適應週安排、學
業要求、校規摘要、申請攜帶手提電話回校、申請佩戴飾物、補課安
排、《香港中學文憑㇠類科目應用心理學課程安排》  （中四級適
用）、《香港中學文憑丙類科目日本語課程安排》 （中四級適用）、
中五級應用學習課程開學安排、轉報考語言、退修M1/M2特殊申請
安排、中四級選修科退修及加修申請、2021-22年度中四級申請中五
級退修選修科安排、衛生署學生健康服務、收集病歷事宜須知、有關
「學校個人資料私隱政策」及收集學生/家⾧或監護人個人資料事宜
須知、學生個人意外保險、資訊科技學生助理訓練、代訂輔助學習教
材、代訂校園版報章、圖書館借書守則、非華語學生支援計劃

全校 有 3/9/2021

21003 12/8/2021 《有關更改中㇐及中四級課本派發日期事宜》 中㇐、中四級 否 /

21002 8/7/2021 《2021/22年度中㇐新生通告----教學語言微調政策》 中㇐級 有 13/7/2021



21001 8/7/2021 《2021/2022年度中㇐及插班生新生通告----暑期及開學日須知》 中㇐級 有 8/7/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