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零 一 零 年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通告                             (2009/2010 第 67號)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四月份校長的話及家長需留意事項通告                                                     

 

校長的話 
  

為加強與家長之溝通，了解家長的意願，現就下列兩項收集家長的意見。 
 

1. 現時本港學校每天使用約 27 萬個即棄飯盒，產生廚餘超過 100 噸。這不但造成浪費，亦與綠色生活

教育背道而馳。為進一步減少廚餘和即棄飯盒，行政長官已於 2009-10 年施政報告中宣佈推出環保午

膳約章，鼓勵學校避免使用即棄飯盒，政府會提供資助及技術支援，協助現有學校進行加建廚房以現

場煮飯，煮菜及清洗餐具。本校為嚮應健康膳食政策，計劃於下學年或下兩個學年(視乎學校加建廚

房之進度)推行「環保午膳」，為學生建立一個既健康又環保的生活方式。「環保午膳」詳情如下﹕ 
 
 食物由已獲食物環境衛生署簽發之有效午膳供應商提供，然後送往學校。飯和蔬菜類食物則在

學校即日烹煮，以確保食物之新鮮及營養價值。 

 食物放在可重複使用的餐盤分發給學生。餐具也是可重複使用的，學生在課室用餐。(家長仍

可選擇學生帶飯和送飯，而不向午膳供應商預訂午膳) 

 五穀。肉類、蔬菜及五穀(如飯麵)之比例為 1:2:3，並採用

低脂之烹調方法，符合低糖、低鹽，低脂肪及高纖維之三低一高健康飲食比例，為學生建立健

康體質。餐盤和餐具在學校徹底清洗和重用，並最終循環再造。 

 如有可能，學生可作出少飯或多菜之選擇，以配合個人飲食份量及減少廚餘。 

 每餐午膳收費與現時相約，學校會公開招標，以確保午膳質素及價錢合理。 
 

學校推行「環保午膳」是希望確保學校的膳食供應既健康及環保，又符合營養標準，避免浪費，

讓學生養成健康環保的生活習慣，希望各家長支持，認同「環保午膳」計劃。 
 

2. 為了維持同學有優質及舒適的學習環境，經法團校董會通過後，本年度開始將向每位學生收取全年一

百五十元之冷氣費，不敷之數於學校經費中支付。(詳情見後頁之參考資料) 
 
請家長簽妥回條後於三月二十六日交回班主任。 

 
                                      校長：                          （梁淑儀） 

 
請見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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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三 月_____日  (2009/2010 第 67 號) 

回條 

敬覆者﹕有關  貴校三月二十四日之「四月份家長需留意事項通告」家長意見問卷內容均悉。 

(1)  □ 本人  同意    學校於未來年度進行「環保午膳」，讓學生採用健康及環保的生活方式。 

□ 本人  不同意  學校於未來年度進行「環保午膳」，理由是﹕                                                             .  
 

                                                                                                                                                                    .                                        
  

(2) □ 本人  同意  學校為了維持同學有優質及舒適的學習環境，向每位學生收取全年一百五十元之冷氣 

費，不敷之數於學校經費中支付。(費用分別於上、下學期繳交，每期七十五元，上學期之費用 

家長已繳付。) 

□ 本人  不同意  學校向學生收取全年一百五十元之冷氣，理由是﹕                                                      .  
 

                                                                                                                                                                    .                                        
                                                                                                                                                                                                                            

此覆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年級    班學號(    )學生：                      (姓名) 
 

家長：                      (姓名) 
 

家長：                    (簽署)  
 
                     聯絡電話：              ‘



參考資料  
 
 
 
 
 
 
 
 
 
 
 
 
 
 
 
 
 
 
 
 
 
 
 
 
 
 
 
 
 
 
 
 
 
 
 
 
 
 
 
 
 
 
 
 
 
 
 
 
 
 
 
 
 
 
 
 
 
 
 
 
 
 
 
 
 
 
 
 
 
 
 
 
 
 
 
 
 
 

本年度開始為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並配合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中央校董會指示，本校於本年度

九月份更改售賣課本政策。 

— 學校以八五折特價優惠發售課本(以往是九五折)，縱使以往學校取回盈利全數運用於學生

直接受益及學生教育用途上。 

 —  在實行八五折售書的政策後，估計每位家長每年可節省二百元之購買課本費用。 

— 學校安排光明書局到校供應全套書籍純為方便學生，至於購買與否，絶對自由。 

— 家長可依書單自行向任何書店選購所需書籍，坊間書店一般提供九折優惠。 
  

 然而學校過往把售賣課本之盈利，大部份用於支付學校冷氣費用開支(參看下表)，為了維持同學

有優質及舒適的學習環境，本學年會向每位學生收取全年一百五十元之冷氣費，不敷之數於學校經

費中支付。費用分別於上、下學期繳交(每期七十五元，上學期之冷氣費用，各家長已於十一月份繳

交)，此決定已於法團校董會中通過。如各家長在經濟上或有不便，可書面申請延期繳交，此收費是

關乎全校學生福祉，希望各位家長體諒及支持。 
  

學校有 8 個課室、6 個特別室因未被列入噪音影響範疇中，學校已自費安裝冷氣機共 26 部，

別外禮堂冷氣機也是開校時籌款設置的，26 部冷氣機及禮堂冷氣機之電費，維修費及將來更

換費用需學校自行承擔如下﹕ 

 

 課室冷氣(共 26 部) 禮堂(冷氣) 

每年電費支出 @$2,000x26 $20,000 

每年維修支出 @$500x26 $5,000 

7 至 10 年後更換冷氣支出 每部每年$12,558÷7x26 $360,000÷10 

 每年合共約$111,644.00 每年合共$61,000.00 

   

 每年總支出 $172,644.00 

 每位學生分擔(約 1000 人) $172,644/1000=$17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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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保健： 

1.)  4 月份將有以下班別於上課時段由班主任帶領往藍田學童牙科診所進行牙齒檢查  
       

1A 13-4-2010 9:00-10:30  1D 22-4-2010 9:00-10:30 
1B 15-4-2010 9:00-10:30  1E 23-4-2010 9:00-10:30 
1C 20-4-2010 9:00-10:30  1F 29-4-2010 9:00-10:30 

       
2B 23-4-2010 8:45-10:30  3A 22-4-2010 9:30-10:50 
       

，帶備學童保健手冊（一年級除外）及牙刷回校。  
 

2.)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學童注射組姑娘已於 2009 年 3 月 9 日（二）到校為有需要的小一及小六  

同學注射預防疫苗，班主任在 3 月 12 日已派回針咭給小一及小六在當日已完成注射的學生。  
 

3.)  衛生署學童注射組姑娘將於 4 月 14 日（三）到校再為有需要之小一及小六學生補注射疫苗，

而需補注射的學生針咭將由校方暫時保管。  
   

國際學科評估： 

國際學科評估將於 4 月底在本校禮堂舉行，考生將於 4 月中收到有關是次評估詳情之通告。  
  
圖書科： 

1.) 二月份閱讀之星：3A 鄭綺韻、4A 袁瑞傑 

2.) 二月份班際龍虎榜：高級組： 冠軍 4A    初級組：冠軍 3A 

                亞軍 4B           亞軍 2A 

                  季軍 5B           季軍 2C、3B 

3.) 由語常會、教育局及香港教育城聯合舉辦的第六屆『星級閱讀獎勵計劃』，於 2010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8 日進行，同學可於每日早 8 時起，登入平台完成一份新的閱讀材料，並於 4 月 9 日  

或以前完成所屬組別 10 份(中英文各 5 份)閱讀材料和任務。若部份同學會假期外遊而影響進度， 

該計劃特設「補做時間」，同學須在 4 月 9 日至 4 月 26 日期間登入網上讀書會完成所屬組別的 

全部 10 份篇章和題目（中英文各 5 份）  
  

宗教科： 

1. 四月份家校堂會禱告網絡禱告事項會上載學校網頁 

2. 為讓學生及家長有較充裕時間寫作，五、六年級之親子校慶徵文比賽截稿日期延期至 2010 年 

4 月 12 日。 

3. 2009-2010 宗教科校慶填色比賽獲獎名單（一、二年級）： 

一年級：冠軍：1F 陳梓鋒 亞軍：1F 李明玉 季軍：1D 陸兆恒、1D 劉結絺 

    優異：1D 馬鎧潼、1E 陳慧儀、1F 巢梓珊、1F 謝佩欣 

 二年級：冠軍：2A 彭貴鉌 亞軍：2C 劉卓玲 季軍：2B 洪卓琳 

     優異：2C 楊景豪、2B 李佩珊、2E 翁愷彤 
 
視藝科： 

1. 本校 5A 林曉嵐同學獲香港藝術發展局確認為「第二屆校園藝術大使」。 

2. 為鼓勵同學創作具正面及積極含義的節日佈置，並透過向公眾展示達至社區交流，早前已向同

學收集具油塘特式或開心笑容的相片，並於 3 月 29 日至 4 月 9 日以「神愛你、神愛我」為題

進行油塘地鐵站之復活節佈置。 

3. 「謝絶煙草、美麗人生」填色比賽於 4 月 23 日截止，完成的作品請放學校大堂之收集箱。 
 

健康及環保校園： 

1. 第三周「健康水果周」比賽勝出班別：1E、2B、3F、4A、5B、6A 

2. 「健康及環保校園小貼示」創作活動於 4 月 16 日截止遞交作品。 

請見背頁 

 

 

 

 

 

 



 

 

體育科： 

以下是體育科活動及校隊之比賽，詳情請留意有關項目之通告或向負責老師查詢： 

1.) 乒乓球校隊：4 月份參加九東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2.) 排球校隊：4-5 月份參加九東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3.) 游泳校隊：4 月 30 日（五）參加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地點：城門谷室  

內游泳池。 

4.) 籃球校隊：4 月 24 日（六）參加第二屆「華山盃」小學 3on3 籃球邀請賽，地點：中華基督教 

會桂華山中學。 

5.) 校慶盃三人籃球賽：4-5 月份舉行，由體育科老師邀請同學參加 

6.) 籃球青訓計劃(由 4-5 月份開始)：約 4-6 名籃球校隊隊員將獲校隊老師推薦參加南華體育會男子

籃球青訓計劃，表現優異之學員，將獲挑選加入該會籃球青訓隊，參加公開比賽。 

7.) 最具潛質運動員榜 三月之星：6B 陳美霖（田徑隊、籃球校隊及排球校隊） 

 

常識科： 

一人一花種植比賽得獎名單： 

全校盡責園丁大獎：3B 班 

各級得獎者：  

一年級： 冠軍：1D 黃艷培  亞軍：1C 黃世韜 、1F 譚苑桁 季軍：1D  劉 燊 

 優異：1A 鄭浚隆、1B 李景俊、1C 章欣童、1C 陳樂賢、1D 馬鎧潼 

    1F 楊日熙、1F 余卓彥、1F 麥頌廷 

二年級： 冠軍：2A 黃思楹  亞軍：2D 麥愷殷  季軍：2A 彭貴鉌 

 優異：2A 黃彥 、2D 譚苑盈、2B 黃迪森 

三年級： 冠軍：3F 鍾凱欣  亞軍：3E 羅紫庭  季軍：3B 李俊亨 

 優異：3A 余衍樺、3A 劉肇麟、3A 蔡宗佑、3B 歐陽紀婷、3B 陳俊均、 

    3B 黃綺琪、3B 陳灝雲、3C 梁洛然、3C 譚東培 、3C 麥穎軒、 

    3C 梁皓然、3C 曹 炎、3D 周嘉豐、3E 張嘉希 、3E 楊煒楠、 

    3E 卓威廉、3F 蔡榕容、3F 符永奇、3F 黃艷傑 、3F 羅綽琳 

四年級： 冠軍：4D 趙凱晴  亞軍：4B 張小芳  季軍：4B 吳清悅 

 優異：4A 孔令瑜、4A 陳希為、4A 曾福澄、4A 陳映彤、4A  

      4B 葉倬昕、4B 袁浩軒、4D 黎詵惠、4E 黃紫薇、4E 張峻豪、 

      4F 梁施淇 

五年級： 冠軍：5B 沈 澄  亞軍：5B 林言皓、5B 李昭儀  

 季軍：5E 鍾德瀚、5F 蔡倩欣 

 優異：5A 陳瑋聰、5B 陳俊丞、5B 徐昉暐、5B 李佩茵、5C 翁偉進、 

   5D 蔡曉晴、5C 周震耀 

六年級： 冠軍：6B 陳穎珊、6B 陳穎瑜、 亞軍：6A 鄺智穎 季軍：6C 梁鈺瑋 

 優異：6A 劉嫻嫻、6A 孔銘茵、6B 吳清韻、6F 鄭樂兒、6F 何汶諺 
     

四月份家長備忘 
 

一〃 3 月 29 日（一） 1.三、六年級學生於上午 8:10-11：25在課室進行中、英文科全港性系統評估模擬 

口詴。三、六年級學生務要出席，詳情見有關通告。 

2.本校牧笛隊於下午 12:45在校排練，排練後前往北角香港青年協會大廈參加第六十

二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牧笛小組比賽。 

3.五年級奧數精英班於下午 2:00-5:00在 5C 課室上課。(29/3、10/4) 

4.「創意藝術學習計劃之深化主題工作坊」於下午 1:30-5:30在視藝室進行。 

二〃 3 月 29 日（一）

至 4 月 9 日(五) 

1. 復活節、清明節假期(29/3-8/4)，9/4教師發展日(聯校)，學生停課，12/4正常

上課。 

2.4月 9 日 1D 及 4C學生於上午 10:00-11:40 在課室進行本會聯校教師學習圈－公開

課。 

 

 

 

 



 

 

三〃 3 月 30 日（二）

至4月 3日（六） 

＊3月 30日(二)：本校歌詠 A組下午 12:45在校排練，排練後前往何文田包美達社區 

中心參加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音樂節中文聖詵合唱比賽。 

＊ 3月 30日(二)至 31日（三）： 

「創意藝術學習計劃之深化主題工作坊」於上午 10:00-下午 5:00在視藝室進行。 

＊3月 30日（二）至 4 月 1日(四)： 

1.男子足球隊於上午 9:00-11:00在本校籃球場進行加時練習。 

2.部份三至五年級男、女同學於上午 11:00-下午 1:00在本校籃球場進行「復活節 

男、女子籃球班」 

＊3月 30日（二）至 4 月 3日（六）: 

部份學生於 3月 30日（二）上午 9:00（本校集合）或上午 10:30（香港國際機場 

一號客運大Ｊ區集合）出發前往北京參加「童飛京城夢」北京交流團，並於 4月 3 

日(六)晚上 9:45（香港國際機場抵港大堂）或晚上 10:45(本校門外)解散。 

四〃 4 月 4 日（日）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舉行以下活動： 

1. 兒童美食製作，地點：一樓 1F課室；時間：主日崇拜(上午 11:00開始)及午膳後 

2. 家長園地，時間：下午 1:30-3:00，地點：教會演講室 

五〃 4 月 6 日（二） 1.因當天為公眾假期，德藝會暫停對外開放，游泳校隊將改在 4月 8日（四）進行訓
練。隊員請自行於下午 3:00到德藝會門外集合，遲到者請自行入場 

2.6/4-10/4「中華文化‧中國心」計劃-泗水文化考察之旅，本校兩位同學由老師帶
領往泗水交流。 

六〃 4 月 7 日(三)及 

4 月 8 日(四) 

1.創校四十五周年校慶音樂劇表演隊伍回校進行加時練習，詳情見通吉。 

2.4月 7日(三)「創意藝術學習計劃」第三階段工作坊於視藝室進行，參加者將個別 

通知。 

七〃 4 月 8 日（四） 游泳校隊於下午 3:30-5:00 在德藝會進行常規訓練，隊員請自行於下午 3:00 到德藝
會門外集合，遲到者請自行入場。 

八〃 4 月 10 日（六） 1. 家長教師會於上午 8:15-下午 4:00在北潭涌度假營進行親子同樂日 

2. 部份四至六年級學生於上午 9:30-下午 1:20往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視藝薈」 

參加「視覺(社區)探索課程」 

九〃 4 月 11 日（日）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舉行以下活動： 

「最好的醫生- 免疫系統」健康講座，時間：下午 1:30-3:00，地點：教會演講室 

十〃 4 月 12 日(一) 五、六年級之親子校慶徵文比賽截稿日期 

十一〃 4 月 13 日(二) 1.1A參加學童牙科保健的同學於上午 9:00-10:30前往藍田牙科診所進行牙齒檢查。 

2.部份四至五年級同學於下午 3:05-4:05參加「情緒主人翁」訓練小組，地點在 2A 

課室(13/4、20/4) 

3.下學期「課後加油站」功課輔導班開始，上課時間：下午 3:05-4:35，4-5月上課 

日期： 13/4、15/4、20/4、22/4、27/4、29/4、4/5、6/5、11/5、13/5、18/5、 

20/5、25/5、27/5 

3. 游泳校隊第四期常規訓練: 

(13/4,20/4,27/4,4/5,11/5,18/5,25/5,29/6,6/7逢二)及(22/4,29/4逢四)下午
3:00於大堂集合，由老師帶領下午 3:50-5:00 於德藝會泳池參加訓練。 

十二〃 4 月 14 日(三) 1. 三、五、六年級級補課照常(上課日期：14/4、21/4、28/4、5/5、12/5、19/5) 

2.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學童注射組姑娘於課堂時段到校有需要之小一及小六學生補 

注射疫苗。 

3.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於下午 7:00-9:00在香港科學館演講廳舉行「讀一讀好醒目」 

第一場家長講座，已報名之家長請按時出席。 

4.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組員及其家長出席家教分享會及結業禮，時間為下午
2:30-4:45，地點在 UG學生活動中心。 

5. 「伴讀乾媽爹」小組於下午 2:30-3:40在圖書館進行。(14/4、21/4、28/4) 

十三〃 4 月 15 日（四） 1. 於上午 8:30-下午 4:00 言語治療師在本校為部份學生提供言語評估及治療服務。
(15/4、22/4、29/4) 

2. 1B參加學童牙科保健的同學於上午 9:00-10:30前往藍田牙科診所進行牙齒檢查。 

請見背頁 

 

 
 



 
 

十四〃 4 月 16 日(五) 1.「45週年校慶英文科寫作比賽」截止遞交作品（全校同學必須參加。） 

2.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舉行以下活動： 

家長婦女小組，時間：上午 9:30-11:00，地點：教會演講室 

3. 基法話劇團校隊於下午 2:00-4:00留校加時練習。(16/4、30/4、28/5、4/6) 

4. 「健康及環保校園小貼示」創作活動截止遞交作品。 

十五〃 4 月 17 日(六) 1.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於上午 10:00-中午 12:00在屯門大會堂文堂娛廳舉行「讀一讀 

好醒目」第二場家長講座，已報名之家長請按時出席。 

2. 部份六年級學生於下列日期及時間，在課室進行「周六數學培訓班」，集合地 

點為 1D課室。 

上課日期：17/4(4/F電腦室)、24/4(4/F電腦室)、8/5（6A課室） 

上課時間：A組：上午 9:30-11:00  B組：上午 11:30-下午 1:00 

3. 本校 6位同學於上午 11:00-中午 12:00在區會長老堂出席舉行「模範生頒獎禮」 

十六〃 4 月 18 日(日)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2009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頒獎禮 

十七〃 4 月 20 日(二) 1C參加學童牙科保健的同學於上午 9:00-10:30前往藍田牙科診所進行牙齒檢查。 

十八〃 4 月 22 日(四) 1.1D參加學童牙科保健的同學於上午 9:00-10:30前往藍田牙科診所進行牙齒檢查。 

2.3A參加學童牙科保健的同學於上午 9:30-10:50前往藍田牙科診所進行牙齒檢查。 

3.下午 3:05-4:05舉行「六年級升中選校家長會」，請六年級家長預留時間出 

席，全體六年級同學於放學後到禮堂參加家長會，當日六年級輔導教學及加 

強輔導停課。 

十九〃 4 月 23 日(五) 1.2B參加學童牙科保健的同學於上午 8:45-10:30前往藍田牙科診所進行牙齒檢查。 

2.1E參加學童牙科保健的同學於上午 9:00-10:30前往藍田牙科診所進行牙齒檢查。 

3.下午 2:30-4:05已報名參加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學生（小四至小六）在本校禮堂進行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科學科）。 

二十〃 4 月 24 日（六） 籃球校隊將參加第二屆「華山盃」小學 3on3 籃球邀請賽，地點：中華基督教會桂華

山中學，詳情請查閱日後通告。 

二十一〃 4 月 25 日（日）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舉行以下活動： 

1.「八福臨門」藝人見證影片青少年聚會，時間：下午 1:30-3:00，地點：教會演講室 

2.親子靈修課程：由「漢語聖經協會」副總幹事帶領，讓家長學習與幼稚園至小三 

子女閱讀靈修書籍。時間：下午 1:30-3:00，地點：教會演講室 

二十二〃 4 月 26 日(一) 六年級學生及家長於下午 1:15-4:15 在本校與班主任或指導老師進行「選校指導面

談」，當日下午六年級停課，六年級輔導教學及加強輔導教學停課。 

二十三〃 4 月 27 日(二) 下午 2:30-4:05已報名參加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學生（小三至小六）在本校禮堂進行國

際聯校學科評估（英文科）。 

二十四〃 4 月 29 日(四) 1.1F參加學童牙科保健的同學於上午 9:00-10:30前往藍田牙科診所進行牙齒檢查。 

2.下午 2:30-4:05 已報名參加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學生（小四至小六）在本校禮堂

進行國際聯校學科評估（數學科）。 

二十五〃 4 月 30 日（五） 游泳校隊將參加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水運會，地點：城門谷室內游泳

池，詳情請查閱日後通告。 

二十六〃 5 月 1 日（六） 家長教師會於下午 12:30 至晚上 8:30 在蕉坑舉行「親子歷奇活動日」，詳見稍後發

出之通告。 

二十七〃 5 月 5 日（三） 三年級學生於課堂時段進行「全港性系統評估」中、英文科說話評估及中文科的視聽

資訊評估，該天的上學及放學時間照常。 

二十八〃 5 月 12 日（三） 六年級學生於課堂時段進行「全港性系統評估」中、英文科說話評估及中文科的視聽

資訊評估，該天的上學及放學時間照常。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陳副校長或有關行政負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