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日  
    通告                         (2009/2010 第 34號)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十一月份家長需留意事項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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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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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訊息： 

由 11月 2日起，學生可按天氣情況穿着整齊冬季校服或夏季校服，體育服裝可以短袖上衣配長褲， 

直至正式換季為止。 
 
學生書簿津貼訊息： 

  學生資助辦事處於本年 10 月中旬發放學校書簿津貼給在 9 月 17 日或以前已遞交資格證明書的學生。 
書簿津貼款項於 10 月 15 日至 19 日期間以自動轉帳方式，整筆存入申請人在資格證明書上填報的銀行戶

口內，申請人的銀行存摺或月結單顯示的過帳代號一般是“TXBGR”。 
  學生資助辦事處之學校書簿津貼計劃在 2009/10學年的修訂津額如下： 

(以收到粉紅色資格證明書為準) 

   獲全額津貼 $2,434.00    

 獲半額津貼 $1,217.00    
 
發放一筆過支援津貼的安排： 

  學生資助辦事處會向符合資格領一筆過支援津貼的學生一併發放每人$1,000的津貼，款項於 10 月

15 日至 17 日期間以自動轉帳方式存入申請人在資格證明書上提供的銀行戶口。申請人的銀行存摺或月

結單顯示的過帳代號一般是“TXBGR”。如有查詢，請致電 8226 7067 與學生資助辦事處聯絡。 
 
保健訊息： 

1. 衛生署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於 10 月中派發學生健康服務檢查通知書給家長，請家長按通知書約定之

日期和時間前往指定中心進行健康檢查。如有任何查詢或另約時間，請致電中心電話:23495368。  

2.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學童注射組於 11 月 10 日（二）到校為部份小一及小六學生 (於 2009 年  

10 月 2 日因事或病而沒有注射者 )補注射防疫疫苗。有關同學將於 11 月初收到個別通知。  
 
體育科訊息： 

 1. 9 月 25 日學校運動會中「校慶火炬迎東亞接力跑」活動完滿舉行，當中「火炬」將於學校大堂 

展示，承蒙家長義工隊協助製作火炬底座，謹此致謝。 

2. 以下活動，請留意日後個別參賽通告： 

I.) 學校遊戲代表隊在 11 月 13 日(五)於課堂時段參加九東小學校際遊戲比賽 

II.) 田徑隊於 11 月 27 日(五)參加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田徑運動會 

III.) 足球隊於 11 月 7 日(六)及 11 月 17 日(二)上午 10:00－下午 12:30 參加九東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圖書科訊息： 

1. 九月份閱讀之星：2E 周諾軒、4A 袁瑞傑、4A 李楚盈、4B 許富儀、4D 林俊源、 

         4D 嚴錦津、4E 鄧偉豪、4F 林洛瑤、5B 吳建霖、5B 藍凱晴、 

         5D 黃鎮鋒、5E 梁詠晴、6E 梁卓婷 

2. 於 11 月 9 日前將派「致故事人物的心意卡」（小一至小三）／「致故事人物的信」（小四至小六）

的章程予各學生，請鼓勵 貴子弟積極參與比賽，詳情請參閱有關章程。 
 
宗教科訊息： 

1.)  請家長提醒  貴子弟出埃及記讀經計劃十一月份繼續進行中，已完成十月份之學生，請交科

任領取讓我高飛貼紙。  

2.)  請家長鼓勵學生參與漢語聖經朗誦協會主辦之朗誦比賽。  

3.)  11 月 13 日(五)(下午 12:45-5:30)基督女少年軍體能考章日於挪亞方舟之珍愛地球館進行，由

隊長及副隊長領隊。  

4.)  四至六年級宗教科老師會隨堂進行「愛〄不怕」行動，以揭示萬聖節的真相，抗衡恐懼及死

亡氣氛，傳揚“No Fear in Love”的訊息。  
 
音樂科訊息： 

1.) 歌詠 B 組部份同學將於 11 月 24 日（二）下午 3:30-5:15 到香港中央圖書館參加歌唱專題講座。 

2.) 第 62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報名名單已上載於音樂科網頁內，比賽詳情將於 2-3 月期間通知同學。 
 

請見背頁 

 
 



 
訓輔組訊息： 

「帶齊裝備  我做得到」活動獲獎班別：1A、1E、2B、4E、5C 
 

最近獲獎消息： 

1.)  第五屆「全港愛心學校」填色比賽（由宏施慈善基金社會服務處主辦）  

獲優異獎：2B 馮凱茵、3A  湯悅欣、3A 林港澤、5B  李穎欣、5C 羅凱迪  

2.)  「停止吃魚翅書籤」設計比賽(由潛聚力主辦)  

獲優異獎：3A 湯欣悅、4F 方子熙、4F 呂卓榮、5B 李穎欣  

冠  軍：3A 林港澤（低級組）、5B 胡樂宜（高級組）  

3.)  開心家庭繪畫比賽（由開心社服務主辦）  

獲高級組季軍：5A 林曉嵐  
 

十一月份家長備忘  
 

一〃 11 月 2 日(一) 1. 

 

2. 

部份由老師推薦之學生，於下午 3:00-4:00 在 1C 課室進行「社交溝通技巧訓練班」。 

(日期:2/11、9/11、16/11、23/11 及 30/11 星期一) 

已參加45週年校慶音樂劇培訓班之學生，於下午 3:05-4:35在自然科學室進行培訓。 

（日期：2/11、9/11、16/11、23/11、30/11/2009、4/1 及 11/1/2010） 

二〃 11 月 4 日(三) 1. 

 

 

2. 

為一至六年級旅行。一、二年級往大埔海濱公園（下午 1:45 放學），三、四  

年級往鯉魚門公園度假村(下午 3:00 放學)，而五、六年級往西貢戶外康樂中 

心(下午 3:00 放學)。  

24 位創意思考組於下午 3:40 在 1A 課室集合，由老師帶領往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出席「奮鬥人生-力克〄胡哲」講座，約下午 6:30 於本校大堂解散。 

三〃 11 月 5 日(四) 教師發展日，學生停課。  

四〃 11 月 6 日(五) 教師發展日，學生停課。  

五〃 11 月 7 日(六) 1.  

 

2.  

3.  

部份學生於上午時段，參加第六屆香港小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地點：九  

龍塘瑪利諾修院學校。  

小四成長的天空挑戰日營於上午 8:15-下午 5:00 在北潭涌渡假營舉行。  

足球校際於上午 10:00-下午 12:30 參加九東小學校際足球比賽(7/11 及 17/11) 

六〃 11 月 10 日(二) 1.  

 

 

2.  

3.  

 

4.  

於下午 2:00-5:30 在禮堂舉行「六年級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簡介會」，並邀請協和書

院朱啟榮校長講解新高中學制。學生放學時間為下午 5:30，請六年級家長儘量抽

空出席。 

5A、5B、5D  班於上課時段內由老師帶領往香港賽馬會葯物資訊天地參觀 

「從遊戲規律學習紀律」家長工作坊於下午 1:00-3:00 在演講室進行。 

(日期:10/11 及 17/11)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學童注射組於課堂時段為部份小一及小六學生  

(於 2009 年 10 月 2 日因事或病而沒有注射者 )補注射防疫疫苗。  

七〃 11 月 11 日(三) 1.  

2.  

 

小五成長的天空小組於下午 2:30-3:45 在 1E 課室進行 

四、五年級加強輔導教學班 30 名同學下午 2:35-3:35 於 5C 課室參加「MIND 

MAP 高效學習法班」(日期：11/11 及 18/11) 

八〃 11 月 12 日(四) 1.  

 

2.  

3.  

4.  

5.  

 

6.  

「耐力小跳豆」專注力訓練計劃於下午 3:05-4:05 在 2A 課室進行，對象為

一年級已被挑選的學生。(日期 :12/11、19/11 及 26/11)  

4A 班於上課時段內由老師帶領往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  

5C、5E、5F 班於上課時段內由老師帶領往香港賽馬會葯物資訊天地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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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服務 

12 名經老師推薦的同學下午 3:05-4:05 留校參加「校本資優培育課程-『玩具科學』」

小組，地點:自然科學室。（日期：12/11、25/11、3/12、16/12） 

田徑校隊於下午 3:05-4:05 在本校操場進行跳遠訓練。(12/11 及 19/11) 

九〃 11 月 13 日(五) 1.  
 

2.  
 

3.  
4.  

5.  

學校遊戲代表隊於課堂時段參加九東小學校際遊戲比賽，地點為九龍灣運  
動場  

基督女少年軍體能考章日於下午 12:45（午膳後）－下午 5:30 由老師帶領
往馬灣方舟參觀珍愛地球館。  

「耐力小跳豆」專注力訓練家長小組於下午 3:00-4:30 在 1E 課室進行。  
田徑校隊於下午 3:05-4:05 在本校操場進行擲項及跳高訓練。(13/11 及 20/11) 

五、六年級普通話集誦隊於下午 3:00-4:05 留校進行加時練習。(13/11、20/11)  

 

 

 



 

 

十〃 11 月 14 日(六) 1.  
 

2.  

參加健康大使同學上午 9:30-中午 12:30 於學生活動中心進行「觀塘倡健學
校計劃」項目-「小學倡健領袖生培訓課程 (初級)」（14/11 及 21/11）  

田徑校隊於上午 8:30-10:00 在本校籃球場進行徑賽訓練。（14/11 及 21/11） 

十一〃 11 月 15 日(日) 六年級同學及家長參加了「觀塘區中學巡禮 2009」，於上午 7:45-下午 4:45 參觀觀塘 

區中學（日期：15/11、22/11、29/11） 

十二〃 11 月 16 日(一) 4E 班於上課時段內由老師帶領往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 

十三〃 11 月 17 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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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服務 

十四〃 11 月 18 日(三) 1.  

 

2.  

已報名之學生於下午 1:15-下午 3:30 參加世界數學測試－數學科考試，有關資料將 

另行通知。 

小四成長的天空於下午 2:30-3:45 在 4E 課室進行小組活動 

十五〃 11 月 19 日(四) 1.  

 

2.  

於下午 3:00-4:00 於在禮堂舉行「五年級升中派位簡介會」，五年級學生放學時間 

為下午 4：00，請五年級家長踴出席。 

4B 班於上課時段內由老師帶領往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 

十六〃 11 月 20 日(五) 1.  

 

2.  

「寫字多樂趣」親子小組於下午 2:45-5:00 在五樓會議室進行。  

(日期 :20/11 及 27/11)  

4C 班於上課時段內由老師帶領往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 

十七〃 11 月 21 日(六) 1.  

 

2.  

家教會第四次會員大會於下午 1:30-5:30 在本校禮堂舉行，並進行「講錢得感情(親 

子理財)」講座，由梁天明博士主講，請家長踴躍出席。 

五、六年級普通話集誦隊於下午 3:30-5:30 往包美達社區中心(禮堂)參加比賽 

十八〃 11 月 23 日(一) 4D 班於上課時段內由老師帶領往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 

十九〃 11 月 24 日(二) 歌詠 B 組部份同學於下午 3:30-5:15 到香港中央圖書館參加歌唱專題講座。 

二十〃 11 月 25 日(三) 1.  

 

2.  

已報名之學生於下午 1:15-下午 3:30 參加世界數學測試－解難分析考試，有關資料

將另行通知。 

小六成長的天空於下午 2:30-3:45 在 4E 課室進行小組活動。 

二十一〃 11 月 26 日(四) 1.  

2.  

4F 班於上課時段內由老師帶領往香港歷史博物館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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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服務 

二十二〃 11 月 27 日(五) 田徑隊於課堂時段參加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田徑運動會，地點為九  

龍灣運動場。  

二十三〃 11 月 30 日(一) 1.  

 

2.  

於課堂時段進行第二次注射流感疫苗，亦為因事或病未能於 10 月 30 日  

注射之學生補注射。  

「預防子女濫藥」家長講座於下午 1:30-3:00 在禮堂舉行。  
 

請家長簽妥回條後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日交回班主任。  
 
 
                                       校長：                          （梁淑儀）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陳副校長或有關行政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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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月        日  (2009/2010 第 34 號) 

       回條  

敬覆者：有關  貴校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日之「十一月份給家長的信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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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午   班學號(   )學生                      (姓名) 
 
 

                                     家長                                            (簽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