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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告                             (2009/2010 第 7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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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見背頁 
 
 

 
校長的話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於五月九日舉行母親節聚會，當天有一連串活動進行，包

括母親節主日崇拜、母親節聚會、家長健康講座、親子美食製作及少棒初體驗活

動, 歡迎各母親把握機會與同學一起參加，共渡一個愉快的母親節，而其中少棒

初體驗是由本校校董盧光輝校長(又名山狗校長)主持，特別歡迎二、三年級同學

更可即時報名加入成為隊員，日後參與少棒隊的訓練。這次少棒體驗之機會難逢，

校長誠意推介大家參加，詳情可參閱早前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派給各位的單張，

並於單張上報名參加(如遺失單張可於校務處索取)。 
 

在本年度復活節假期中，本校三十六位同學由校長及五位老師帶領下往北京參

加「童飛京城夢」五天考察活動，目的是透過專題研習、跨學科及全方位學習中

加深對組國的認識。行程中安排學生探討及了解北京飲食文化、住屋文化、古蹟

文化、體藝文化及奧運建設，從而培養學生愛國情懷及國民身份認同；並透過各

協作活動，培養及訓練學生各共通能力及自學能力。 
 

我們一行四十二人於三月三十日浩浩蕩蕩由香港國際機場出發往北京，到步後

竟遇上當地暴雨及沙塵暴，而且天氣奇冷，我們唯有將當晚的行程修改為在北京

東方飯店進行專題研習分組，但我們很擔心其他數天天氣的情況。幸而得到天父

的保守，接著數天的天氣轉晴，當我們參觀長城時，更是天朗氣清，同學還可在

長城上用牧童笛合奏一曲「龍的傳人」，得到當時的遊客熱烈鼓掌讚賞。 
 

在接著數天的行程中，我們參觀了北京著名的史家小學並作交流活動、我們於

胡同中品嚐北京人的家常菜、到陶然公園了解北京人的休憩文化、於早上五時許

參加升旗禮、參觀故宮博物館、頤和園、國家體育總局訓練中心及奧林匹克公園

等。 
 

在整個旅程中，我觀察到同學們都認真分組搜集資料，專注拍照及紀錄北京特

色。而每天晚上同學均會分組作專題研討(出發前同學已做了多次專題分組準

備)，當導遊介紹景點特色時，同學們都用心聆聽，並紀錄要點作專題報告。同學

在集合、遊覽、進膳時均迅速守時，安靜有禮，怪不得連北京中旅社的導遊及本

團領隊也盛讚本校學生有教養、有紀律及表現優異。結果在五天行程結束時，也

沒有學生病倒及遺失重要物件，証明學生自理能力也不錯。在幾天同行中，我感

到學生十分愉快，他們透過境外交流活動中有所學習，達成是次考察活動的目的，

是十分值得欣賞。今次活動情況及交流所學、同學的經驗和感受，將於學校集會

及家長晚會中向家長及其他同學匯報，到時誠邀大家出席。 
 

另一方面，學校的「四十五周年感恩崇拜暨校慶音樂匯演」謹定於六月二十三

日晚上七時於浸會大學會堂進行，詳情稍後通知，希望大家預留時間參加，共誌

其慶。而校內也展開了一連串校慶活動及比賽，在此再一次多謝各同學及家長積

極參與及支持，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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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由 5 月 3 日（星期一）起全校學生正式更換夏季校服。服飾要求如下：  

男生穿著白色短袖恤衫（連校徽）及灰色短褲；女生穿著夏季校服裙。夏季校服須配上純白色短

襪及純黑色皮鞋。體育課須穿著短袖運動衣及運動褲，並配上純白色短襪及純白色運動鞋。若有

需要，可加穿純白色外套；體育服裝可配上運動服外套。詳情請參閱學生手冊 P.8 及學校網頁。 
  
學生保健：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學童注射組姑娘已於 2010 年 4 月 14 日（三）到校為有需要之小一及小六  

學生補注射疫苗，班主任在 4 月 15 日已派回針咭給小一及小六在當日已完成注射的學生。  
 
家長義工消息： 

協助檢查體溫工作 

經過上次通訊宣傳，有不少家長報名參加檢查體溫工作，在此感謝各家長的協助及支持。如  貴家於五、

六月份能抽空參與以下工作，請填妥回條，並交班主任轉交鄭建成主任，詳情如下﹕ 

 日期﹕每天上課天 

 時間﹕早上 7 時 45 分至 8 時 10 分 

 地點﹕二號操場 

 工作內容﹕檢查體溫記錄表、抽樣檢查學生的體溫或維持秩序等 

本校會個別通知家長協助日期及細則。如有查詢可與鄭建成主任聯絡。 
 
學生書簿津貼訊息：  

  學生資助辦事處將在短期內寄出以家庭為單位、載有預印資料的 2010/11 下學年資格評

估申請表（表格Ｂ）及有關申請文件，收件人為曾在 2010 年 4 月 1 日或以前遞交 2009/2010

本學年資格證明書並送抵該處的家長，讓有關家長可儘早遞交下學年資格評估申請，申請人

收到表格後須在 2010 年 5 月內將已填妥的資格評估申請及有關證明文件直接寄回學生資助

辦事處。而本學年沒有申請者，請留意日後發出之通告。  
 

圖書科： 

三月份閱讀之星：4A 袁瑞傑、4C 黃曉晴、4C 黃富程 

三月份班際閱讀龍虎榜：初級組：冠軍 3A 亞季 2A 季軍 3B 

               高級組：冠軍 5B 亞季 4A 季軍 4B 
 

常識科： 

四年級常識科將於五月中進行第二次學生自理能力評估，目的在於培養學生自我照顧的能力，本期

的行為目標是學生能正確處理自己的被子。校方稍後將派發「學生自理能力評估表」予家長填寫，

評估學生於指定期間內能否摺疊好自己的被子。敬希家長鼓勵學生，完成評估表後交還常識科任老

師作跟進。 
 
音樂科： 

第 62 屆學校音樂節比賽已完滿結束，各參賽同學成績請見附頁一 
 
健康及環保校園： 

1. 第四周「健康水果周」比賽將於 5 月 10 日至 5 月 14 日進行，請家長提醒貴子弟帶水果及養成

每天吃水果的習慣。 

2. 「我的小小環保樹」設計比賽得獎結果： 

1E 麥芳華、1F 韓采凝、5B 許美寧、5B 嚴凱祺、6B 夏湲清 

3.  「健康食譜迎校慶」創作比賽於 5 月 14 日截止，作品交大堂收集箱。 
 
視覺藝術科： 

1. 為配合本校 45 周年校慶，視藝科於 5 月 10 日至 5 月 28 日舉行填色比賽及繪畫比賽，詳情有關

通告，請家長及同學一起參與。 

2. 「Art 3 學生聯展 2010」由 5 月 6 日至 14 日，於觀塘道 51 號視覺藝術院畫廊舉行，是次展覽將

展出本校同學的作品，有關詳程見附頁二，歡迎各家長與同學到場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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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7 日（五）一至三年級遊戲日，地點：九龍仔公園運動場 

2. 游泳校隊招收來年度新隊員，將由暑期開始訓練，5 月份進行選拔水詴。 

3. 男子排球校隊於 5 月 4 日（二）參加九東小學校際排球比賽，地點：藍田（南）體育館 

4. 校慶盃三人籃球賽，日期：30/4、14/5、28/5、4/6，地點：本校籃球場 

5. 最具潛質運動員榜：四月之星 4A 楊唯琛 （乒乓球校隊、籃球校隊） 

 
 



最近獲獎消息： 

1.)第二屆華山盃小學 3 on 3 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 亞軍：隊員 6E 游家賽、6B 潘嘉靖、6A 梁子謙、6A 曾國富、6D 梁健楠、 

          5E 曾文金 

女子組 殿軍：隊員 6F 崔凱欣、6B 劉樂琳、6B 陳美霖、6D 伍麗萍、6A 陳嘉紅、 

            6E 鍾婉琳 

2.)第十六屆聖經朗誦節比賽完結，多謝家長、學生積極參與，優異成績公佈如下： 

親子小組（廣東話）優異獎：3A  湯欣悅、林日娟、湯靈磐 

小一獨誦（廣東話）總冠軍：1A  陳柳蓁 

小五獨誦（廣東話）冠軍：5A  麥依靈 

小六獨誦（廣東話）季軍：6B  麥依華 

3.)香港紅十字會東九龍總部主辦少年團國際友誼咭填色比賽 2010 

亞軍 6B 吳清韻      優異 5C 梁詠晴  

4.)乒乓球校隊參加九東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男子甲組及男子乙組分別晉入該組十六強，名單如下： 

男子甲組：4A 楊唯琛、5D 羅景源、6C 王家皓 

男子乙組：4A 梁柏賢、4C 梁柏軒、4E 田瀚林、5A 沈樂進、5B 林言皓 
  

五月份家長備忘 
 

一. 5 月 1 日（六） 1.勞動節假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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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5 月 2 日（日）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舉行以下活動： 

家長園地（時間：下午 1：30-3：00）地點：教會演講室 

三〃 5 月 3 日（一） 1. 樂團及高年級舞蹈組在星期一放學後進行加時練習： 

日期：3/5、10/5、17/5、24/5、31/5、14/6 

樂團：下午 3:05-4:05 ，地點：音樂室 B 

高年級舞蹈組：下午 3:15-4:45（不設校車服務），地點：舞蹈室 

2. 節奏樂隊於下午 3:05-4:05在音樂室 A進行加時練習（3/5、10/5、17/5） 

四〃 5 月 4 日（二） 1.「青春歲月」成長小組於下午 3:05-4:05在 3A課室進行(4/5、11/5、18/5、25/5、1/6) 

2.男子排球校隊於上午 10:00-12:35進行九東學界排球比賽，地點：藍田（南）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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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5、11/5、13/5、18/5、20/5、25/5、27/5 

五〃 5 月 5 日（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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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專注力及自我管理小組於星期三及五在 2B課室進行： 

日 期：5月 5日、12日、14日、19日、28 日及 6月 4日 

星期三時間：下午 2:30-3:45 ； 星期五時間：下午 3:00-4:00 

3. 三、五、六年級全級補課(5/5、12/5、19/5) 

六〃 5 月 6 日（四） 乒乓球校隊於下午 3:00-5:00在本校禮堂進行集訓(6/5、13/5、20/5) 

七〃 5 月 7 日（五） 1.  學校遊戲日，一至三年級同學參加，地點為九龍仔公園運動場。  

2. 四至六年級停課一天，六年級學生於上午時段回校參加全港性系統評估中、

英文科模擬口詴訓練。 

請見背頁 

 

 

 

 

 

 

 

 

 

 

 

 

 

 

 



 
 
 
 
 

八〃 5 月 8 日（六） 1. 上午 9:30-中午 12:00在本校禮堂進行下年度插班生考試。 

2. 「親子溝通新密碼」家長講座將於下午 2:30-4:00在禮堂舉行。 

3. 部份六年級學生於上午 8:15-9:30在 6B課室進行「周六升中中文鞏固班」 

(8/5、15/5、22/5、29/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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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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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5 月 9 日（日） 1.部份五年級學生參與了「第十七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上午 8時於本 

校大堂集合，由鄭建成主任帶領到比賽地點比賽，約中午 12時於本校大堂解散。 

2.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舉行以下活動： 

a. 母親節特別崇拜及聚餐（時間：上午 11：00 開始）地點：教會演講室 

b. 家長健康講座「保護自己－要識 Say...No...!」（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c. 親子美食製作（時間：下午 1：30-3：00）地點：教會演講室 

d. 少棒隊比賽觀賞（時間：下午 1：30-3：00）地點：操場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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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5 月 14 日（五） 1. 「校慶杯三人籃球賽通告」於下午 3:05-5:05 在本校籃球場舉行比賽 

（日期：14/5、28/5、4/6） 

2. 專注力及自我管理小組於星期三及五在 2B課室進行: 

日 期：5月 5日、12日、14日、19日、28 日及 6月 4日 

星期三時間：下午 2:30-3:45 ； 星期五時間：下午 3:00-4:00 

十二〃 5 月 19 日(三) 下學期三、五、六年級全級最後一次補課 

十三〃 5 月 21 日（五） 1. 佛誕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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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5 月 24 日（一） 九龍東區學體會周年大會，本校運動員代表出席頒奬禮 

十五〃 5 月 26 日（三） 1. 六年級同學下午 詳見通告。 

當日一、二、三、四、五年級停課。 

2. 校慶音樂劇於上午 8:30-中午 12:00 綵排（樂團除外） 

十六〃 5 月 28 日（五） 「青春歲月」成長小組於下午 3:05-4:05在 2A課室進行。 

十七〃 5 月 29 日（六） 邀請觀塘區幼稚園師生及家長於下午 2:00-4:00出席學校簡介，參觀校舍及科組活動 

十八〃 5 月 30 日（日） 油塘梁發念禮拜堂舉行以下活動： 

家長查經「路得記」（時間：下午 1：30-3：00）地點：教會演講室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陳副校長或有關行政負責人。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梁淑儀） 

 
參加家長義工服務者適用(不參加不用填寫) 

協助檢查體溫工作 

本人樂意於五、六月份參與協助檢查體溫工作，並承諾準時回校協助工作的進行。 
 

本人可以出席的日期為﹕□  星期一  □  星期二  □  星期三 

         □  星期四  □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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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有興趣參與上述家長義工服務，請於 4/5 前填妥回條交班主任，轉交鄭建成主任。 
 
                                     附頁一 

            2009-2010 第 62屆音樂節比賽成績名單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成績 

張美靈 2A  二級鋼琴獨奏 優良 

陳千佑 2B  二級鋼琴獨奏 優良 

蔡子傑 2B 小提琴獨奏 優良 

梁智軒 2B 三級鋼琴獨奏 良好 

藍凱欣 3A  二級鋼琴獨奏 良好 

黃靖嵐 3A  二級鋼琴獨奏 優良 

冼家融 3B 四級鋼琴獨奏 優良 

曹炎 3C  二級鋼琴獨奏 良好 

洪詩雅 3D 一級鋼琴獨奏 優良 

陳迦曦 3E 一級鋼琴獨奏 良好 

朱詠恩 4A 三級鋼琴獨奏 優良 

吳昕霖 4A 三級鋼琴獨奏 良好 

余展熲 4A 三級鋼琴獨奏 優良 

余柏慧 4A 木笛二重奏 良好 

郭叡茵 4A 木笛二重奏 良好 

陳幸怡 4B 四級鋼琴獨奏 優良 

李穎珊 4B 三級鋼琴獨奏 良好 

張晉昇 4B 木笛二重奏 良好 

呂寶欣 4F 木笛二重奏 良好 

鄔亭珊 4E  二級鋼琴獨奏 優良 

黃潔熒 4E  二級鋼琴獨奏 優良 

陳瑋聰 5A 四級鋼琴獨奏 良好 

葉俊彥 5A 小提琴獨奏 良好 

林曉嵐 5A 四級鋼琴獨奏 優良 

藍凱晴 5B 四級鋼琴獨奏 優良 

蔡曉晴 5D 三級鋼琴獨奏 優良 

姜臻汶 6A 四級鋼琴獨奏 亞軍 

高朗曦 6A 小提琴獨奏 良好 

黎兆楠 6A 小提琴獨奏 良好 

歌詠 B   教堂音樂高級組小學合唱 良好 

歌詠 A   教堂音樂初級組小學合唱 良好 

牧童笛   木笛合奏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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