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三 

致︰衞生署「開心『果』月」秘書處   

地址：九龍九龍灣常悅道 20 號環球工商大廈 9 樓 917 室 

電話︰2772 2012  

電郵︰joyfulfruitmonth@dh.gov.hk 

傳真︰2772 2060 (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五)或之前遞交回條，可享免費派遞物資服務) 

2022「開心『果』月

小學及特殊學校報名表

 

 

請以正楷填寫，並在適當空格內加上剔號： 

學校將參與「開心『果』月」活動，並舉辦水果推廣活動。本校： 

需要索取由衞生署提供的物資。（請填寫甲部及乙部） 

不用索取由衞生署提供的物資，將自行以學校本身的資源舉辦活動。（請填寫甲部） 

甲部: 學校資料（必須填妥以下各項）

學校名稱︰ 

地區︰ 南區 中西區 灣仔 東區 深水埗 油尖旺 九龍城 黃大仙 

觀塘 葵青 荃灣 屯門 元朗 沙田 大埔 北區 

西貢 離島 

地址︰ 傳真︰ 

聯絡電話︰ 教育局學校編號： (首六位數字)

聯絡人姓名︰ 職位： 

聯絡電話︰ 聯絡電郵#: 

（請提供個人電郵）︰ 

班別數目︰ 學生人數︰ 

所有參與「開心『果』月」的學校將獲贈感謝狀乙張。 

需要證書；語言為 不需要證書 

證書上顯示的學校名稱： 

本學校 傳媒採訪有關活動，並 衞生署將相關資料與傳媒分享。 

注意事項： 
1. 每份報名表只供一間小學或特殊學校報名之用。如有多間分校報名，請自行複製表格填交。

2. * 請刪去不適用者

3. # 聯絡電郵只用於接收「開心『果』月」活動資訊。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72 2012 與「開心『果』月」秘書處聯絡。 

學校蓋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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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活動及物資索取詳情

1. 水果推廣活動（可選多項，詳情可參閱「開心『果』月」網頁。）

活動 1 校園水果派對 舉辦日期︰ 
20 年 月 日 至 

20 年 月 日 

活動 2 

 龍虎榜大比拼

（適合各級學生參與，學生們可在提供的

「龍虎榜大比拼」海報上記錄水果進食情況）

  

   

   

舉辦日期︰ 

20 年 月 日 至 

20 年 月 日 

(建議為期不少於 28 日） 

活動 3 
 DIY 手工活動 

（適合各級學生參與，更可作為視藝科活動）   
舉辦日期︰ 

20 年 月 日 至 

20 年 月 日 

活動 4 
 水果填色活動 

（適合各級學生參與，可作為視藝科活動）

 

   
舉辦日期︰ 

20 年 月 日 至 

20 年 月 日 

活動 5 
 急口令大比拼 

（適合各級學生參與，可用作急口令比賽） 
舉辦日期︰ 

20   年

    

月 日 至 

20 年 月 日

活動 6 
 水果摺紙活動 

（適合各級學生參與，更可作為視藝科活動）   
舉辦日期︰ 

20 年 月 日 至 

20 年 月 日 

活動 7 

 英文填字遊戲 

（備不同難度予各級學生，更可作為英文科

活動）

   

     

舉辦日期︰ 
20 年 月 日 至 

20 年 月 日 

活動 8 其他活動 舉辦日期︰ 

2. 衞生署提供的物資（詳情可參閱「開心『果』月」網頁內的「活動宣傳物資及教材」。為支持環保，學

校宜按實際需要索取物資。如不填寫任何數量，秘書處將視作「不需要」處理。）

1. 「開心『果』月」宣傳橫額（1 米 x 2.5 米） 1 條 不需要 

2. 「開心『果』月」宣傳海報 （A2 大小） 
______ 張 （上限為 15 張） 

不需要 

3. 

「龍虎榜大比拼」海報 

（A2 大小，每張可記錄 40 位學生於 28 日內的水

果進食情況）（適用於活動 2） 

張    不需要 

4. 「龍虎榜大比拼」貼紙 （適用於活動 2） 分派數量由衞生署決定  不需要 

5. DIY 工作紙 （A4 大小，適用於活動 3） 
_  所需要學生人數

 

        

個

不需要

6. 水果填色紙 （A4 大小，適用於活動 4） 張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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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急口令大比拼遊戲卡（A4 大小，適用於活動 5）              張      不需要 

8.  
水果摺紙圖解及英文填字工作紙 

（A4 大小，分別適用於活動 6 及 7）

 

 

學校可下載／參考「開心『果』月」網頁內

的「活動宣傳物資及教材」。 

9.  

 

水果單張 

 

 所需要學生人數      _ 個 

 不需要 

10.  
「開心『果』月」文件夾 

（可作為水果推廣活動的紀念品）

 

 

 需要 （大小和數量由衞生署決定）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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