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一 日 
  通告                               (2011/2012 第 74 號)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六六六六月月月月份份份份家家家家長需留意事項通告長需留意事項通告長需留意事項通告長需留意事項通告                                                                                                                                                                                                                         

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我的女兒欣欣今年已是中五學生，明年便要應付中六的香港中學文憑試。

女兒常常問我她將來應該修讀哪些科目？選擇甚麼職業才好？雖然我知道「上

帝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林前 2:9)，但現在也要協助她作出適當抉擇，於是我認真地思考女兒未來路

向。究竟期望她將來的職業能讓她﹕有可觀收入？有名譽地位？以理想抱負造

福別人？發揮自己天賦才華？榮耀上帝？我反覆思考，並於禱告中求告上帝。 
 

我最近研讀舊約聖經，看到十誡中頭二條誡名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

別的神。」(出 20:3)、「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麼形像彷彿上天、

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們，因為我耶和華 – 

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出 20:4)。在整個舊約中，上帝不斷告誡我們不能拜

偶像，不可敬拜別的神。在狹義來說，別的神是指黃大仙、觀音、占卜靈體等；

但在廣義來說，一切上帝以外的人事，我們都不應敬拜，就如「錢財」、「名

譽地位」、「明星偶像」、甚至是「他人」或「自己」，這都是必朽及受造之

物，與「上帝」創天造物不能相比。如果我們視以上一切受造之物比上帝更為

重要，我們晝夜思念它們、追逐它們、事奉它們、一生敬拜它們、以它們為偶

像，忘記上帝才是唯一真神，這些拜偶像行為是上帝所憎惡的。因此，欣欣將

來職業都不能以名、利、他人及自己為重要，總要以終身與上帝同行，得著從

上天而來的平安、喜樂及福份，榮耀上帝為要。 
 

 相信學校每位家長也如我一樣要守護著自己的子女，為他們一生作出抉

擇，無論小學階段、中學階段、甚至大學階段，也都希望他們入讀合適的學校。

學校也配合家長的期望，在學生品德及學業上加以栽培，發掘學生天賦能力加

以發揮， 「教養他們走當行的路，到老也不偏離。」(箴言 22:6)，但最重要仍

是盼望各同學終身跟隨主步，有著上帝賜與平安喜樂和福份，其他在世之物只

是錦上添花而已。 
 

 在一年終結的時候，六年級同學面對放榜，升讀不同中學，學校老師都會

不住為同學祈禱﹕「求主保守學校每一位同學，每一個家庭，無論將來大家要

走的路如何，都得到上帝的祝福、帶領、同行，好叫大家奔跑上帝為我們預備

的道路，按時開花，按時結果，終身有上帝恩典、保守及福氣。」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箴言 3:5-6) 
梁淑儀校長 



以下通知就現階段而言是準確的資料，但你仍需閱覽稍後發出的通告及囑咐子女留意校內宣佈及手冊上

的其他通知。    
學校近況學校近況學校近況學校近況    

1.1.1.1.6666 月月月月 6666 日日日日((((三三三三) ) ) ) 一至六年級上學時間如常，依時間表上首四節，提早在上午一至六年級上學時間如常，依時間表上首四節，提早在上午一至六年級上學時間如常，依時間表上首四節，提早在上午一至六年級上學時間如常，依時間表上首四節，提早在上午 11:1011:1011:1011:10 放學。放學。放學。放學。    

2.2.2.2.6 月 7 日(四)、8日(五)、11 日(一)、12 日(二)第二次期考，一至六年級上學時間如常，放學時 

間為上午 11:10。    

3.3.3.3. 6666 月月月月 11119999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及及及及 20202020 日日日日((((三三三三))))為三年級全港為三年級全港為三年級全港為三年級全港性性性性系統評估筆試，系統評估筆試，系統評估筆試，系統評估筆試，全體全體全體全體學生返校學生返校學生返校學生返校及放學及放學及放學及放學時時時時間如常。間如常。間如常。間如常。    

4.4.4.4. 7777 月月月月 3333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3131313 日，全體學生日，全體學生日，全體學生日，全體學生照正常時間返校，一至四年級提早在上午照正常時間返校，一至四年級提早在上午照正常時間返校，一至四年級提早在上午照正常時間返校，一至四年級提早在上午 11:1011:1011:1011:10 放學，五、六年級放學，五、六年級放學，五、六年級放學，五、六年級

在下午在下午在下午在下午 12:5012:5012:5012:50 放學。放學。放學。放學。    

5.5.5.5. 7777 月月月月 6666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上上上上午午午午 10101010 時至下午時至下午時至下午時至下午 12121212 時時時時 30303030 分分分分舉行六年級畢業禮，當日舉行六年級畢業禮，當日舉行六年級畢業禮，當日舉行六年級畢業禮，當日全體學生照平日上課時間回全體學生照平日上課時間回全體學生照平日上課時間回全體學生照平日上課時間回

校，一至四年級在上午校，一至四年級在上午校，一至四年級在上午校，一至四年級在上午 11:1011:1011:1011:10 放學，放學，放學，放學，五、六年級放學時間為下午五、六年級放學時間為下午五、六年級放學時間為下午五、六年級放學時間為下午 12121212 時時時時 55550000 分分分分，，，，請六年級家長預請六年級家長預請六年級家長預請六年級家長預

留時間出席。留時間出席。留時間出席。留時間出席。    

6.6.6.6. 7777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為家長日，請家長帶同子女在班主任按排時段回校與班主任面談及取成績表。當為家長日，請家長帶同子女在班主任按排時段回校與班主任面談及取成績表。當為家長日，請家長帶同子女在班主任按排時段回校與班主任面談及取成績表。當為家長日，請家長帶同子女在班主任按排時段回校與班主任面談及取成績表。當

日學生需穿着整齊校服，六年級照正常時間返校補課，下午日學生需穿着整齊校服，六年級照正常時間返校補課，下午日學生需穿着整齊校服，六年級照正常時間返校補課，下午日學生需穿着整齊校服，六年級照正常時間返校補課，下午 12:5012:5012:5012:50 放學。放學。放學。放學。    

7.7.7.7. 7777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為一至三年級休業禮，一至六年級照常上課及補課。為一至三年級休業禮，一至六年級照常上課及補課。為一至三年級休業禮，一至六年級照常上課及補課。為一至三年級休業禮，一至六年級照常上課及補課。    

8.8.8.8. 7777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為四為四為四為四、五、五、五、五年級休業禮，一至三年級停課，六年級照常上課及補課。年級休業禮，一至三年級停課，六年級照常上課及補課。年級休業禮，一至三年級停課，六年級照常上課及補課。年級休業禮，一至三年級停課，六年級照常上課及補課。    
    

校車服務訊息校車服務訊息校車服務訊息校車服務訊息：：：：    

經校方、家教會代表及校車公司代表開會商議後，因校車公司經營成本上升，而調高校車車費。而由

2012-2013 年度開始，校車公司將收取一個月車費按金（詳細條款請留意校車登記表內容），收取按金 

是希望校車公司不會因乘搭校車學生人數在開學數月後減少而增加經營成本。 
    
書簿津貼書簿津貼書簿津貼書簿津貼：：：：    

學生資助辦事處已於 2012 年 4 月底發放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及上網費津貼給在 2012 年 4 月 11 日或

以前已遞交資格證明書給該處的學生。 
    
學生保健：學生保健：學生保健：學生保健：    

1.) 5C、5D、5E、5F 已於 5 月 17 日（四）由班主任派發牙科保健服務預約紙，敬請家長依照所列出的日

期、時間及地點進行牙科檢查。 

2.) 打針咭已於 5 月 21 日（一）派回給小一及小六學生。(需補打針之學生除外) 

3.) 6 月 19 日(二)衛生署將會到校為有需要之小一、小六學生進行補打針。(需補打針的同學將會個別收

到通知) 
        
健康校園：健康校園：健康校園：健康校園：    

親子「智營廚神」素食食譜設計比賽結果： 

冠軍 3B 余卓彥  亞軍 2C 鄭栩淇  季軍 1F 王柏晴  

優異 1E 張少韻 5A 張恆翊 6C 王嘉穎 
  
資訊科技教育組：資訊科技教育組：資訊科技教育組：資訊科技教育組：    

中文打字比賽獲獎名單： 

 冠軍 亞軍 季軍 

四年級 4A 楊浚宏 4A 鄭尚允 4A 張美靈、4A 盧蔚妍、4A 唐穎瑤、4C 陳榮軒 

五年級 5A 梁卓瑜 5A 湯婉兒 5A 劉肇麟、5B 曹兆恒 

六年級 6B 呂寶欣 6B 黎致匡 6A 余柏慧、6D 劉思志 
        
宗教科：宗教科：宗教科：宗教科：    

1.)本年度畢業主日在 6 月 24 日(日)上午 11:00 在本校禮堂舉行，全體六年級同學需參加，歡迎各級家長

學生參加。 

2.)6 月 26 日(二)三至五年級 54 位被推薦的學生會參加生命教育體驗活動－愛自己系列：我至識「洗」 

3.)6 月 27 日(三)至 28 日(四)基督女少年軍考章宿營 

4.)宗教科老師會選出梁發堂聖經獎勵計劃及下學期的金句智多星得獎同學。 
 
普通話普通話普通話普通話科：科：科：科：    

獲語常會資助的普通話科「香港小學生中國語言文化增潤活動」於 12 月中旬已圓滿結束。所有於本活動

出席達七成或以上的同學，可獲發修業證書乙張。 
 
體育科：體育科：體育科：體育科：    

1.) 5 月 30 日(三)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九龍東區小學分會舉行 2011-2012 年度周年頒獎典禮，本校女子籃

球校隊獲女子組團體殿軍，男子排球校隊及男甲乒乓球校隊獲團體優異獎，女子籃球隊隊員 5E 潘穎

雅獲傑出運動員獎。 

2.) 校內遊戲日成績及相片已上載於體育科網頁。 

3.) 最具潛質運動員榜：5A 冼家融（籃球校隊、排球校隊、乒乓球校隊） 

����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    
    



中文科：中文科：中文科：中文科：    

1.)中文故事演講比賽各級成績：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冠軍 1C 楊雅雯 2B 王穎恩 3A 陳柳蓁 4A 鄭尚允 5A 趙素儀 6A 陳澤禧、6B 繆思行 

亞軍 1F 李宛幀 2D 呂灝麟 3F 黎鈞沂 4B 鍾銘輝 5B 馬穎欣 6C 王嘉穎 

季軍 1E 岑詠霖 2E 黃嘉悅 3D 鍾紀怡 4E 廖駿傑 5F 姚止晴 6F 梁凱晴 
 

2.)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 中級組 高級組 

冠軍 2D  陳靜嵐 3E  林洛賢 5D  丘翠瑩 

亞軍 2A  吳栢誼 3B  巢梓珊 6B  繆思行 

季軍 1D  劉子晴 4D  梁健曦 5B  黃靖嵐 
 
圖書科：圖書科：圖書科：圖書科：    

1.) 4 月份閱讀之星：1D 馮意晴（閱讀數量 34 本） 2B 王雅妍（閱讀數量 27 本） 

2.) 4 月份班際閱讀龍虎榜 

初級組：冠軍 2B (閱讀數量 187 本)  亞軍 2D(閱讀數量 165 本)  季軍 2C（閱讀數量 118 本） 

高級組：冠軍 4A(閱讀數量 167 本)   亞軍 5A(閱讀數量 130 本)  季軍 5B（閱讀數量 107 本) 

3.)「閱讀先鋒獎勵計劃紀錄冊」封面設計比賽得獎名單： 

高級組：冠軍 6A 施芷欣 亞軍 5A 張恆翊 季軍 6A 李楚盈 

    優異 6A 洪芷晴 5A 劉肇麟 4A 黃思楹 

初級組：冠軍 1A 鄭卓欣 1F 鄧俊賢 1B 馮可風 

    優異 1A 趙日天 1B 陳亦敏 1E 張少韻 
 
音樂科音樂科音樂科音樂科：：：：    

班際歌唱比賽各級成績：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歌聲悅耳獎 1D 2F 3B 4A 5D 6A 

最佳合作獎 1F 2B 3B 4B 5A 6A、6B 
    

最近獲獎消息：最近獲獎消息：最近獲獎消息：最近獲獎消息：    

1.) 香港教育學院持續專業學院「港澳小學生普通話水平測試」成績，80%以上考生獲取二級以上成績(80 

分或以上)。其中獲取一級或以上(一+級為 96-100 分)成績有三名。 

4A 巢靖翹、5A 洪梓恩、6A 余柏慧 

2.) 2012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暨 2012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 

     銀獎：4B 何家隽、6C 黃鉑雄   銅獎：4B 蔡樂茵、4B 劉楷悅、6A 劉楷皓、6B 姚冠希 

3.) 華夏盃初賽 2012 (香港賽區) 

 一等獎：5A 嚴正為、5B 陳諾希 

 二等獎：2A 羅碧茹、2A 林榮銓、2A 王家健、2B 林芊芊、3B 李明玉、4A 鄭尚允、4B 何家隽、 

     4B 劉楷悅、5A 梁柏希、5A 梁國耀、5A 湯欣悅、5A 張恆翊、6A 陳澤禧、6A 張晉昇、 

6B 姚冠希 

 三等獎：2B 林子健、2B 蔡宇鈿、2A 王俊恒、2 B 許芷晴、2A 區凱程、3E 林洛賢、3D 梁俊耀、 

     3A 李景俊、3A 黃晉龍、4B 李嘉偉、4B 張昊鵬、4A 吳綺嬌、4A 梁智軒、5A 陳昊楊、 

     5B 黃靖嵐、5B 曹兆恒、5A 劉肇麟、5B 馬穎欣、6A 朱詠恩、6B 袁浩軒、6A 劉楷皓、 

6A 梁柏賢 

4.) 華夏盃晉級賽 2012 (華南賽區) 

一等獎：3B 李明玉、5A 嚴正為 

二等獎：2A 王家健、3A 李景俊、5B 陳諾希、5A 張恆翊、5A 梁柏希、5B 曹兆恒、6B 袁浩軒 

三等獎：2A 林榮銓、2A 王俊恒、3A 黃晉龍、4B 何家隽、5B 馬穎欣、5A 劉肇麟 

5.) 華夏盃總決賽 2012 

二等獎：2A 王家健  三等獎：5B 馬穎欣 

6.) 2012 第八屆“亞洲盃”奧數之星創新思維初賽(香港賽區) 

二等獎：5B 陳諾希 

三等獎：5A 張恆翊、6B 袁浩軒 

優異獎：5A 梁柏希 

7.) 2012 年第二十一屆奧林匹克“數學大王”全國邀請賽(香港賽區)初賽 優異獎：5B 吳毅科 

8.) 華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2012 (香港選拔賽) 

三等獎：4B 劉楷悅、6A 劉楷皓 

9.) 全港十八區(觀塘區)小學數學比賽 

銅獎：6A 張晉昇、6A 劉楷皓、6A 張綽元、6A 張  霆、6A 陳澤禧、6B 袁浩軒 

     優良獎狀：6A 梁寶儀、6A 黃仁浩、6C 黃鉑雄 

      數學解難亞軍：6A 張晉昇、6A 張  霆 

10.) 漢語聖經協會舉辦第十八屆聖經朗誦節，得獎同學： 

小三普通話組亞軍  3A    陳柳蓁  小三廣東話組季軍  3B 麥依愛  

小五普通話組優異獎 5B    黃綺琪 
    



六六六六月份家長備忘月份家長備忘月份家長備忘月份家長備忘    
 
一． 6 月 1 日(五) • 輔導教學、加強輔導及英文增潤課本學期最後一堂 

• 基督女少年軍於多元智能課時段進行立願禮綵排，隊員需穿著整齊制服。(1/6、22/6)

• 小二英語寫作提升班(B 組)於下午 3:00-4:05 在 3C 課室進行。（1/6、15/6）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婦女路得團契－溝通的藝術(二) 時間：上午 9:45-11:15 地點：教會演講室 

二． 6 月 2 日(六) • 三年級周六英文精進班 A組及六年級周六中、英文精進班最後一堂： 

  時間:六年級英文 A組:上午 8:30-10:00    六年級英文 B組:上午 10:15-11:45 

       三年級英文 A組:中午 12:00-下午 1:15 

       六年級中文 A組:上午 8:30-10:00    六年級中文 B組:上午 10:15-11:45 

• 三年級中文鞏固班於上午 9:00-10:00 在 1C 課室進行。(2/6、16/6) 

三． 6 月 3 日(日)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價值觀重整之旅－門徒的原生家庭觀 時間：下午 1:30-3:30  地點：教會演講室 

四． 6 月 4 日(一) 

至 6 日(三) 

• 6666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一一一一))))及及及及 5555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於上午於上午於上午於上午 8:258:258:258:25----9:009:009:009:00 部份科目提前考試。部份科目提前考試。部份科目提前考試。部份科目提前考試。    
• 6 月 5 日(二)及 6日(三)下年度小一統一派位新生註冊 

• 6 月 5 日(二)言語治療服務上午 8:30-下午 4:00 於本校為部份有需要學生進行言語治
療服務， 詳見通告。 

• 6666 月月月月 6666 日日日日((((三三三三))))一至六年級上學時間如常，提早一至六年級上學時間如常，提早一至六年級上學時間如常，提早一至六年級上學時間如常，提早在在在在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1011:1011:1011:10 放學放學放學放學，依時間表上首四節。，依時間表上首四節。，依時間表上首四節。，依時間表上首四節。    

五． 6 月 7 日(四)至

6 月 12 日(二) 

• 6666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四四四四))))、、、、8888 日日日日((((五五五五))))、、、、11111111 日日日日((((一一一一))))、、、、11112222 日日日日((((二二二二))))第二次期考，一至六年級上學時間如第二次期考，一至六年級上學時間如第二次期考，一至六年級上學時間如第二次期考，一至六年級上學時間如    

常，放學時間則提早在上午常，放學時間則提早在上午常，放學時間則提早在上午常，放學時間則提早在上午 11:1011:1011:1011:10。。。。  

• 6 月 9 日(六)下年度小一後備生筆試    

六． 6 月 13 日(三) 四至六年級週會主題：「學生理財」；一至三年級成長課。 

七． 6 月 14 日(四) 小三英語寫作提升班(A 組)於下午 3:00-4:05 在 4C 課室進行最後一堂 

八． 6 月 17 日(日)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 父親節崇拜 
 崇拜同時設兒童主日學，崇拜後設有茶會，每位父親可獲贈小禮物。 
 時間：上午 11: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 見證電影 － 「樂滿家」 
 時間：下午 1:30-2:30  地點：教會演講室 

九． 6 月 19 日(二)

及 20 日(三) 

• 6月 19日(二)及20日(三)三年級學生於課堂時段進行全港性系統評估筆試，詳見通告。 
• 6 月 19 日(二)衛生署將會到校為有需要的一、六年級同學進行補打針(需補打針的同
學將會個收到通知) 

• 6 月 19 日(二)中國舞低年級組(下午 3:05-4:05)及高年級組(下午 4:05-5:30)在舞蹈
室進行加時練習。(19/6、26/6) 

• 6 月 20 日(三)六年級學生於課堂時段進行中一入學前測驗模擬試(20/6、27/6) 

十． 6 月 21 日(四)

至 22 日(五) 

• 6 月 21 日(四)下午 1:30 至 6 月 22 日(五)下午 2:30 於鯉魚門公園度假村進行幼 
童軍宿營，集合地點：地下視藝室。（參加者當日上午無須回校上課） 

• 6 月 21 日(四)於課堂時段進行傑出領袖生選舉及上午 10:00-下午 12:30 在禮堂進行
樂器班招生試範。 

• 6 月 21 日(四)家教會會議於下午 4:00-6:00 在五樓會議室進行。 
• 6 月 22 日(五) 四年級同學在上課時段進行「情緒益力多」活動。 

十一． 6 月 23 日(六) 端午節假期 

十二． 6 月 24 日( 日) • 六年級畢業主日暨基督女少年軍立禮，立願禮(上午 8:30-10:50)，六年級畢業主日(上午

11:00-下午 12:45)，基督女少年軍小茶會(下午 1:00-1:45)，歡迎各家長撥冗參加。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 畢業主日崇拜 講題：有福的人 講員：廖鳳姿宣教師 

崇拜同時設兒童主日學 時間：上午 11:00    地點：一樓禮堂 

- 親子美食製烹調活動(海綿蛋糕、蔬果沙律)  主持：張海蓮營養師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音樂室 A 

（必需參加上午 11:00 崇拜及致電 3526 1744 報名） 

- 豐成生命(九)查經小組－結滿仁義的果子  

時間：下午 1:30-2:45  地點：教會演講室  

����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    
 

 

 

 

 

 

 

 

 
 



 
十三． 6 月 26 日(二) 54 位三至六年級學生於上午 8:15-中午 12:00 往馬灣挪亞方舟參加生命教育體驗活動。 

十四． 6 月 27 日(三)

及 28 日(四) 

• 6 月 27 日(三)下午 1:25 至 6 月 28 日(四)下午 3:00 於鯉魚門公園度假村進行基督女少年

軍宿營。（參加者於 6 月 27 日須帶首六節課書本手冊上課） 

十五． 6 月 29 日( 五) 「數學日」活動，當天有數學比賽、攤位遊戲及課堂活動。 

十六． 6 月 30 日(六) • 家長教師會於上午 9:30-11:30 在電腦室進行暑期親子電腦班-九方輸入法，已入選之學

生及家長請依時出席。(30/6 或 14/7) 

• 上午 8:30-下午 1:00 於禮堂進行新生入學簡介會，並在簡介會時段進行小一編班試。 

簡介會完結後，家長亦可為小一新生及插班生購買下年度課本、訂購校服及校車等 

服務。 

十七． 7 月 1 日(日) 特區成立紀念日假期 

十八． 7 月 2 日(一) 特區成立紀念日翌日假期 

十九． 7 月 3 日(二) 【放學時間：放學時間：放學時間：放學時間：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111111：：：：10101010（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 12121212：：：：50505050（五、六年級）（五、六年級）（五、六年級）（五、六年級）】 

• 於課堂時段進行「英語日」活動 

• 中國舞低年級組(上午 11:15-下午 12:15)及高年級組(下午 12:15-1:45)在舞㗖室進行加時 

練習。(3/7、10/7) 

• 五年級(3/7-5/7、9/7-12/7)、六年級(3/7-5/7、9/7、11/7-13/7、16/7)全級放學後，於上 

午 11:10-下午 12:50 進行補課。 

二十． 7 月 4 日(三) 【放學時間：放學時間：放學時間：放學時間：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111111：：：：10101010（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 12121212：：：：50505050（五、六年級）（五、六年級）（五、六年級）（五、六年級）】 

• 五年級學生於課堂時段進行「真識珍惜」活動 

二十一． 7 月 5 日(四) 【放學時間：放學時間：放學時間：放學時間：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111111：：：：10101010（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 12121212：：：：50505050（五、六年級）（五、六年級）（五、六年級）（五、六年級）】 

• 150 位學生於上午 8:10-下午 4:00 前往馬灣挪亞方舟參加「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方舟之旅」，詳見通告，獲選同學將於 6 月 26 日收到通知。 

• 六年級於課堂時段進行畢業禮綵排。 

二十二． 7 月 6 日(五) • 一至四年級於上午一至四年級於上午一至四年級於上午一至四年級於上午 11:1011:1011:1011:10 放學放學放學放學    

五、六年級五、六年級五、六年級五、六年級在禮在禮在禮在禮堂進行畢業禮，五、六年級學生於下午堂進行畢業禮，五、六年級學生於下午堂進行畢業禮，五、六年級學生於下午堂進行畢業禮，五、六年級學生於下午 12:5012:5012:5012:50 放學。放學。放學。放學。 

二十三． 7 月 7 日(六) • 一至五年級家長日，請家長依預約時間與班主任面談。 

• 六年級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模擬試，照平日上課時間返校，下午 12:50 放學。 

• 下午 12:15-1:15 在禮堂舉行「百年革命之旅－武漢、廣州考察團」成果分享會。 

• 「迎接新 Teen 地」小六升中適應家長講座於下午 2:30-4:30 在學生活動中心進行。 

二十四． 7 月 9 日( 一) 【放學時間：放學時間：放學時間：放學時間：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111111：：：：10101010（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 12121212：：：：50505050（五、六年級）（五、六年級）（五、六年級）（五、六年級）】 

• 中國舞低年級組於上午 11:15-下午 12:45 在舞蹈室進行加時練習。 

• 由 7 月 9 日( 一)至 7 月 11 日(三)於課堂時段在禮堂進行多元智能課展覽 

二十五． 7 月 10 日(二) 【放學時間：上午放學時間：上午放學時間：上午放學時間：上午 11111111：：：：10101010（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 12:5012:5012:5012:50（五年級）／上午（五年級）／上午（五年級）／上午（五年級）／上午 8:308:308:308:30（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 六年級升中放榜，六年級學生於上午 8:10 回校，上午 8:30 放學 

• 80 位三、四年級學生於上午 9:00-下午 12:40 前往多多美麵包西餅公司參加「校本課後

學習及支援計劃－麵包製作工作坊」，詳見通告。 

二十六． 7 月 11 日(三) 【放學時間：放學時間：放學時間：放學時間：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111111：：：：10101010（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 12121212：：：：50505050（五、六年級）（五、六年級）（五、六年級）（五、六年級）】 

• 一至五年級學生學生學生學生於課堂時段購買下年度課本，小一家長如有需要可於當天上午

8:00-8:30 到校為小一同學購買課本。(家長或學生購買時必須填交委託書) 

二十七． 7 月 12 日(四) 【放學時間：放學時間：放學時間：放學時間：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111111：：：：10101010（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 12121212：：：：50505050（五（五（五（五、六、六、六、六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 一至三年級休業禮，四至六年級依特別時間表上課。 

• 領袖生於上午 11:10-下午 2:30 在學生活動中心進行聯歡會 

二十八． 7 月 13 日(五) 【放學時間：上午【放學時間：上午【放學時間：上午【放學時間：上午 11111111：：：：10101010（四、五年級）（四、五年級）（四、五年級）（四、五年級）／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2121212：：：：50505050（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1. 四、五年級休業禮，一至三年級停課，六年級常上課及補課。 

2. 家長義工茶聚，上午 11:30-下午 12:30 

請家長簽妥回條後六月五日交回班主任。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陳副校長或有關行政負責人。 
 

   校長：                      （梁淑儀） 
 
--------------------------------------�----------------------------------------- 

二零一二年  月        日  (2011/2012 第 74 號) 
      回條    
敬覆者：有關 貴校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之「六月份家長需留意事項通告」內容已知悉。。。。    

此  覆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班學號(   )學生                      (姓名) 
 

 

家長                                            (簽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