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月 四 日  
    通告                         (2010/2011 第 18 號)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十十十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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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時間表及範圍（測驗時間表及範圍（測驗時間表及範圍（測驗時間表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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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家家家家長長長長::::    

    悠長的暑假過去了，新學期又開始，上悠長的暑假過去了，新學期又開始，上悠長的暑假過去了，新學期又開始，上悠長的暑假過去了，新學期又開始，上年度學校之重頭戲是校慶音樂劇匯演。整個匯演的過年度學校之重頭戲是校慶音樂劇匯演。整個匯演的過年度學校之重頭戲是校慶音樂劇匯演。整個匯演的過年度學校之重頭戲是校慶音樂劇匯演。整個匯演的過

程錄製於程錄製於程錄製於程錄製於 DVDDVDDVDDVD 中，中，中，中，DVDDVDDVDDVD 已製作成功，並派發予已訂購的同學，另外由老師原創之音樂已製作成功，並派發予已訂購的同學，另外由老師原創之音樂已製作成功，並派發予已訂購的同學，另外由老師原創之音樂已製作成功，並派發予已訂購的同學，另外由老師原創之音樂 CDCDCDCD 也製作也製作也製作也製作

完成，亦同時派發予已訂購之同學。但有家長反映欲增購完成，亦同時派發予已訂購之同學。但有家長反映欲增購完成，亦同時派發予已訂購之同學。但有家長反映欲增購完成，亦同時派發予已訂購之同學。但有家長反映欲增購 DVDDVDDVDDVD 及及及及 CDCDCDCD 致送致送致送致送贈贈贈贈親友作為學生成長之親友作為學生成長之親友作為學生成長之親友作為學生成長之

紀念及宣揚學校的成就，而一年級新生因未入學而錯過了去年度訂購之機會，因此在徇眾要求下紀念及宣揚學校的成就，而一年級新生因未入學而錯過了去年度訂購之機會，因此在徇眾要求下紀念及宣揚學校的成就，而一年級新生因未入學而錯過了去年度訂購之機會，因此在徇眾要求下紀念及宣揚學校的成就，而一年級新生因未入學而錯過了去年度訂購之機會，因此在徇眾要求下

再有一次再有一次再有一次再有一次認捐認捐認捐認捐補購之機會，家長只須填妥補購之機會，家長只須填妥補購之機會，家長只須填妥補購之機會，家長只須填妥最後一頁最後一頁最後一頁最後一頁之回條便可，之回條便可，之回條便可，之回條便可，DVDDVDDVDDVD 之售價為之售價為之售價為之售價為 30303030 元，而元，而元，而元，而 CDCDCDCD 之售之售之售之售

價為價為價為價為 50505050 元，元，元，元，一套一套一套一套 DVDDVDDVDDVD 連連連連 CDCDCDCD 優惠優惠優惠優惠價為價為價為價為 70707070 元元元元((((收入撥作校慶捐款收入撥作校慶捐款收入撥作校慶捐款收入撥作校慶捐款))))。。。。這次補購的機會難逢，尤以一這次補購的機會難逢，尤以一這次補購的機會難逢，尤以一這次補購的機會難逢，尤以一

年級新生而言，既可認識學校法團年級新生而言，既可認識學校法團年級新生而言，既可認識學校法團年級新生而言，既可認識學校法團校董會成員校董會成員校董會成員校董會成員((((感恩崇拜部份感恩崇拜部份感恩崇拜部份感恩崇拜部份))))，又可分享校慶中同學努力演出，又可分享校慶中同學努力演出，又可分享校慶中同學努力演出，又可分享校慶中同學努力演出成成成成

果果果果，，，，DVDDVDDVDDVD 及及及及 CDCDCDCD 十分值得擁有。十分值得擁有。十分值得擁有。十分值得擁有。    

    學校遷校至油塘新校已有五年時間了，五年學校發展計劃已圓滿完成，現在正要計劃未來三學校遷校至油塘新校已有五年時間了，五年學校發展計劃已圓滿完成，現在正要計劃未來三學校遷校至油塘新校已有五年時間了，五年學校發展計劃已圓滿完成，現在正要計劃未來三學校遷校至油塘新校已有五年時間了，五年學校發展計劃已圓滿完成，現在正要計劃未來三

年之發展路向。學校在參考各家長填回之持分者問卷及校本問卷分析、學生表現評量數據，學生年之發展路向。學校在參考各家長填回之持分者問卷及校本問卷分析、學生表現評量數據，學生年之發展路向。學校在參考各家長填回之持分者問卷及校本問卷分析、學生表現評量數據，學生年之發展路向。學校在參考各家長填回之持分者問卷及校本問卷分析、學生表現評量數據，學生

之情意社交問卷數據，及參考校監、校董、堂會、家長、校友及區會辦學團體代表之意見後，老之情意社交問卷數據，及參考校監、校董、堂會、家長、校友及區會辦學團體代表之意見後，老之情意社交問卷數據，及參考校監、校董、堂會、家長、校友及區會辦學團體代表之意見後，老之情意社交問卷數據，及參考校監、校董、堂會、家長、校友及區會辦學團體代表之意見後，老

師再深入分組討論學生之需要，定出未來三年學校發展之關注事項有以下三項師再深入分組討論學生之需要，定出未來三年學校發展之關注事項有以下三項師再深入分組討論學生之需要，定出未來三年學校發展之關注事項有以下三項師再深入分組討論學生之需要，定出未來三年學校發展之關注事項有以下三項﹕﹕﹕﹕    

((((一一一一))))優化課堂教學，提升學生學業表現優化課堂教學，提升學生學業表現優化課堂教學，提升學生學業表現優化課堂教學，提升學生學業表現    

((((二二二二))))提高學生品行表現提高學生品行表現提高學生品行表現提高學生品行表現    

((((三三三三))))加強校內外互動交流，促進團隊精神，加強校內外互動交流，促進團隊精神，加強校內外互動交流，促進團隊精神，加強校內外互動交流，促進團隊精神，提升教學質素提升教學質素提升教學質素提升教學質素    

因此今年之主題是「仁義禮智信望愛‧學行躍升揚主恩」，換因此今年之主題是「仁義禮智信望愛‧學行躍升揚主恩」，換因此今年之主題是「仁義禮智信望愛‧學行躍升揚主恩」，換因此今年之主題是「仁義禮智信望愛‧學行躍升揚主恩」，換言之學校在本年度以提升學生言之學校在本年度以提升學生言之學校在本年度以提升學生言之學校在本年度以提升學生

之學業表現及提高學生品行表現為大前題。之學業表現及提高學生品行表現為大前題。之學業表現及提高學生品行表現為大前題。之學業表現及提高學生品行表現為大前題。歷年來學生成績優異及品行良好是基法小學歷年來學生成績優異及品行良好是基法小學歷年來學生成績優異及品行良好是基法小學歷年來學生成績優異及品行良好是基法小學((((油塘油塘油塘油塘))))一貫一貫一貫一貫

以來的特色，也是學校應繼續持守的，因此各主科未來將透過實踐不同校本課程，以提高學生在以來的特色，也是學校應繼續持守的，因此各主科未來將透過實踐不同校本課程，以提高學生在以來的特色，也是學校應繼續持守的，因此各主科未來將透過實踐不同校本課程，以提高學生在以來的特色，也是學校應繼續持守的，因此各主科未來將透過實踐不同校本課程，以提高學生在

學業之表現學業之表現學業之表現學業之表現((((詳情見後頁資料詳情見後頁資料詳情見後頁資料詳情見後頁資料))))；而學校也會利用不同措施針對學生個別差異而施教，希望不同能力；而學校也會利用不同措施針對學生個別差異而施教，希望不同能力；而學校也會利用不同措施針對學生個別差異而施教，希望不同能力；而學校也會利用不同措施針對學生個別差異而施教，希望不同能力

及天賦之學生都有所造就。及天賦之學生都有所造就。及天賦之學生都有所造就。及天賦之學生都有所造就。    

    在學生品行方面在學生品行方面在學生品行方面在學生品行方面，今年將集中關注學生自律守規，儀容整潔及提升正面情緒。學校之訓育組、，今年將集中關注學生自律守規，儀容整潔及提升正面情緒。學校之訓育組、，今年將集中關注學生自律守規，儀容整潔及提升正面情緒。學校之訓育組、，今年將集中關注學生自律守規，儀容整潔及提升正面情緒。學校之訓育組、

輔導組、宗教組、公民教育組、健康校園組及環保校園輔導組、宗教組、公民教育組、健康校園組及環保校園輔導組、宗教組、公民教育組、健康校園組及環保校園輔導組、宗教組、公民教育組、健康校園組及環保校園組會聯手針對學生以上各方面而有不同計組會聯手針對學生以上各方面而有不同計組會聯手針對學生以上各方面而有不同計組會聯手針對學生以上各方面而有不同計

劃以落實學生品行之培育。劃以落實學生品行之培育。劃以落實學生品行之培育。劃以落實學生品行之培育。    

    而教師及學生們參與不同交流計劃而教師及學生們參與不同交流計劃而教師及學生們參與不同交流計劃而教師及學生們參與不同交流計劃以以以以擴濶眼界，加強團隊精神。而學生們在班內更藉著合作擴濶眼界，加強團隊精神。而學生們在班內更藉著合作擴濶眼界，加強團隊精神。而學生們在班內更藉著合作擴濶眼界，加強團隊精神。而學生們在班內更藉著合作

學習法及班窩精神實踐同學間交流互動，提升個人之協作及溝通能力。學習法及班窩精神實踐同學間交流互動，提升個人之協作及溝通能力。學習法及班窩精神實踐同學間交流互動，提升個人之協作及溝通能力。學習法及班窩精神實踐同學間交流互動，提升個人之協作及溝通能力。    

    以上之各項發展均會陸續實行，將於通告向各家長解釋。而學校之發展項目能否成功，家長以上之各項發展均會陸續實行，將於通告向各家長解釋。而學校之發展項目能否成功，家長以上之各項發展均會陸續實行，將於通告向各家長解釋。而學校之發展項目能否成功，家長以上之各項發展均會陸續實行，將於通告向各家長解釋。而學校之發展項目能否成功，家長

之配合之配合之配合之配合和支持和支持和支持和支持也十分重要，故家長之講座也十分重要，故家長之講座也十分重要，故家長之講座也十分重要，故家長之講座內容內容內容內容也會集中協助提升學生學行表現為先。各位家長請也會集中協助提升學生學行表現為先。各位家長請也會集中協助提升學生學行表現為先。各位家長請也會集中協助提升學生學行表現為先。各位家長請

留意，本年度除了原有之分級家長會及上學期期考後之家長日外，更增加下學期期考後家長日，留意，本年度除了原有之分級家長會及上學期期考後之家長日外，更增加下學期期考後家長日，留意，本年度除了原有之分級家長會及上學期期考後之家長日外，更增加下學期期考後家長日，留意，本年度除了原有之分級家長會及上學期期考後之家長日外，更增加下學期期考後家長日，

老師希望於暑假前總結學生一年學行表現，讓家長在暑假時也老師希望於暑假前總結學生一年學行表現，讓家長在暑假時也老師希望於暑假前總結學生一年學行表現，讓家長在暑假時也老師希望於暑假前總結學生一年學行表現，讓家長在暑假時也可為學生成長作出支援，希望家長可為學生成長作出支援，希望家長可為學生成長作出支援，希望家長可為學生成長作出支援，希望家長

預留二零一一年七月九日上午參加家長日預留二零一一年七月九日上午參加家長日預留二零一一年七月九日上午參加家長日預留二零一一年七月九日上午參加家長日的時間的時間的時間的時間。。。。    

    學校之發展均以提升學生表現為最終目的，希望學生在畢業後能入讀心儀的中學，並成為品學校之發展均以提升學生表現為最終目的，希望學生在畢業後能入讀心儀的中學，並成為品學校之發展均以提升學生表現為最終目的，希望學生在畢業後能入讀心儀的中學，並成為品學校之發展均以提升學生表現為最終目的，希望學生在畢業後能入讀心儀的中學，並成為品

學兼優的有為少年，希望各家長支持。學兼優的有為少年，希望各家長支持。學兼優的有為少年，希望各家長支持。學兼優的有為少年，希望各家長支持。    

    

「仁義禮智信望愛，學行躍升揚主恩」 
    

    

梁淑儀校長梁淑儀校長梁淑儀校長梁淑儀校長        啟啟啟啟    

����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未來將實踐之校本課程未來將實踐之校本課程未來將實踐之校本課程未來將實踐之校本課程    

中文科中文科中文科中文科    

    

1.1.1.1.普普普普教中計劃教中計劃教中計劃教中計劃    

2.2.2.2.校本支援項目校本支援項目校本支援項目校本支援項目    

3.3.3.3.詞語小錦囊詞語小錦囊詞語小錦囊詞語小錦囊    

4.4.4.4.閱讀能力層次提升計劃閱讀能力層次提升計劃閱讀能力層次提升計劃閱讀能力層次提升計劃((((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    

5.5.5.5.校本說話訓練小冊子校本說話訓練小冊子校本說話訓練小冊子校本說話訓練小冊子((((三、六年級三、六年級三、六年級三、六年級))))    

英文科英文科英文科英文科    1.1.1.1. 4444----6666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English Enhancement Programme)( English Enhancement Programme)( English Enhancement Programme)( English Enhancement Programme)    

          (Reading and Writing/Online Assessment)          (Reading and Writing/Online Assessment)          (Reading and Writing/Online Assessment)          (Reading and Writing/Online Assessment)    

2.2.2.2. 1111----3333 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PLPRPLPRPLPRPLPR----WWWW    

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數學科    1.1.1.1. 縱向課程調適計劃縱向課程調適計劃縱向課程調適計劃縱向課程調適計劃((((跨級課題跨級課題跨級課題跨級課題))))    

2.2.2.2. 横横横横向課程調適向課程調適向課程調適向課程調適((((增潤課程增潤課程增潤課程增潤課程))))    

3.3.3.3. 校本課程小冊子以提升學生自學能力校本課程小冊子以提升學生自學能力校本課程小冊子以提升學生自學能力校本課程小冊子以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4.4.4.4. 測考工作紙，測考工作紙，測考工作紙，測考工作紙，4444----6666 年級英文數學工作紙年級英文數學工作紙年級英文數學工作紙年級英文數學工作紙    

常識科常識科常識科常識科    1.1.1.1.「風」盛校園計劃、風之使者「風」盛校園計劃、風之使者「風」盛校園計劃、風之使者「風」盛校園計劃、風之使者    

2.2.2.2.「我愛香港兒童網」網上閱讀計劃「我愛香港兒童網」網上閱讀計劃「我愛香港兒童網」網上閱讀計劃「我愛香港兒童網」網上閱讀計劃    

4.4.4.4.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同心同根往河源視察水利資源同心同根往河源視察水利資源同心同根往河源視察水利資源同心同根往河源視察水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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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測驗安排第一次測驗安排第一次測驗安排第一次測驗安排：：：：    

(1)(1)(1)(1) 本年度第一次測驗在本年度第一次測驗在本年度第一次測驗在本年度第一次測驗在十月二十月二十月二十月二十十十十九九九九日日日日、、、、十一月一日十一月一日十一月一日十一月一日舉行。舉行。舉行。舉行。    

(2)(2)(2)(2) 上學時間如常，放學時間為上午 11 時 10 分。。。。    

(3)(3)(3)(3) 測驗時間表如下：測驗時間表如下：測驗時間表如下：測驗時間表如下：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0101010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    11111111    月月月月 1111 日日日日 

8888：：：：11110000－－－－8888：：：：33330000    班主任課班主任課班主任課班主任課            

8888：：：：33330000－－－－8888：：：：44440000    試前準備試前準備試前準備試前準備    一至六一至六一至六一至六    一至六一至六一至六一至六    

8888：：：：44440000－－－－9999：：：：40404040    測測測測    驗驗驗驗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9999：：：：40404040－－－－9999：：：：55555555    小小小小    息息息息    

9999：：：：55555555－－－－10101010：：：：05050505    試前準備試前準備試前準備試前準備    一至六一至六一至六一至六    一至六一至六一至六一至六    

10101010：：：：05050505－－－－11111111：：：：00005555    測測測測    驗驗驗驗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常識常識常識常識    

11111111：：：：11110000    放放放放    學學學學    

(4) 一至一至一至一至三三三三年級年級年級年級中文測驗及英文測驗作答時間為五十分鐘，一至三年一至三年一至三年一至三年級數學測驗作答時間為四十五分

鐘。四至六年級四至六年級四至六年級四至六年級中文測驗及英文測驗作答時間為五十五分鐘，數學測驗作答時間為五十分鐘。 

(5) 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是次測驗成績將與期考一成績一同呈報教育局。 

(6) 除一、二、五年級拼音測驗在 10 月 22 日進行外，其餘各級拼音測驗在第 9 周該級英默堂進行。 

(7) 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測驗一試題類型與平日作業及工作紙練習相類似。測驗時老師會讀出每道題目。 

(8)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測驗時，老師會讀出題目標題，常識科按需要讀出部份題目。 

(9) 測考所佔比重及測考缺席處理方法載於家長手冊內。內容已上載於學校網頁，供家長查閱。 

(10)(10)(10)(10) 常識科常識科常識科常識科四至六年級填充題不提供詞語，只提供難字表供參考。三年級下學期開始四至六年級填充題不提供詞語，只提供難字表供參考。三年級下學期開始四至六年級填充題不提供詞語，只提供難字表供參考。三年級下學期開始四至六年級填充題不提供詞語，只提供難字表供參考。三年級下學期開始填充題填充題填充題填充題不提供詞語。不提供詞語。不提供詞語。不提供詞語。

一、二年級及三年級上學期，填充題為供詞。一、二年級及三年級上學期，填充題為供詞。一、二年級及三年級上學期，填充題為供詞。一、二年級及三年級上學期，填充題為供詞。     

(11) 測驗範圍見附件。 
 

傳媒報導本校消息：傳媒報導本校消息：傳媒報導本校消息：傳媒報導本校消息：    

  1.)「奇妙恩典」基督教刊物 9 月號（網站報導） 

  2.)「滙聲」9 月號（中華基督教會區會刊物） 

  3.)「星島日報陽光校園」10 月 7 日 

  4.) 「大公報」9 月 14 日 

  詳情請留意本校網頁最新消息 
 

區本及校本計劃區本及校本計劃區本及校本計劃區本及校本計劃    

  本校獲教育局撥款資助，與「校聯支援協會」於十月下旬為本校家境清貧學童提供免費「課後加油站」 

功課輔導班，由於本校於課後有多個輔導班及聯課活動，課室及特別室已被佔用，本年度將不設自費班，家 

長如有需要，請自行安排。 
    

校車服務訊息：校車服務訊息：校車服務訊息：校車服務訊息：    

  第二輪校車安排只限平日乘搭校車而又需要參加學校聯課活動、加輔及輔導之學生，未能為其他學生提供

服務。 
 

上學期專題研習課及多元智能課程訊息：上學期專題研習課及多元智能課程訊息：上學期專題研習課及多元智能課程訊息：上學期專題研習課及多元智能課程訊息：（逢星期五第（逢星期五第（逢星期五第（逢星期五第 8888、、、、9999 節進行）節進行）節進行）節進行）    

  家長可協助子女訂定專題研習的子題、上網搜尋資料或帶子女到圖書館找尋資料。    

三至六年級專題研習課上課日期：15/10、5/11、19/11、3/12、17/12/2010 

  一至六年級多元智能課上課日期：8/10、22/10、12/11、26/11、10/12/2010、12/1/2011 
    

保健訊息保健訊息保健訊息保健訊息：：：：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學童注射組定於上、下學期（日期待定）到校為一、六年級同學注射預防 
疫苗(小一及小六學童痳疹、流行性腮腺炎及德國痳疹混合疫苗/小六學童乙型肝炎疫苗接種)， 

請家長儘快將小一及小六同學之針咭交班主任收集。 
 

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及上網費津貼計劃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及上網費津貼計劃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及上網費津貼計劃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及上網費津貼計劃：：：：    
學生助辦事處提供為經濟有需要的中、小學生提供書簿津貼、學生車船津貼及上網費津貼計劃。由

2010/11 學年起落實，為經濟有需要的家庭支付家居上網學習費用，此津貼發放以家庭家庭家庭家庭為單位為單位為單位為單位，合資 

格的家庭不論子女人數多寡，將獲發以家庭為單位家庭為單位家庭為單位家庭為單位的定額現金津貼。若在 2011 年 2 月 1 日或以後才 

遞「資格評估申請」的申請人，其家庭若能通過入息審查後，只可獲發部分上網費津貼。 

����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    
            



校本輔導訊息：校本輔導訊息：校本輔導訊息：校本輔導訊息：    

為了加強學校輔導服務，本年度繼續增聘一位半職社工駐校，現聘請了翟美儀姑娘，其駐校時間為逢星期二、 

三、四早上 9 時至下午 5 時。歡迎家長就   貴子弟學行及成長問題與翟姑娘聯絡(電話 23895458)。    
    

圖書科訊息圖書科訊息圖書科訊息圖書科訊息：：：：    
 圖書館－琉璃書舍由 10 月 23 日(六)起開放時用，詳情請參閱 21 號通告。 

    
體育科訊息：體育科訊息：體育科訊息：體育科訊息：    

1. 各校隊之選拔已順利進行，多謝同學踴躍參加，期盼在家長、老師的支持下，各校隊隊員繼續努 

力，共創佳續。 

2. 以下是有關體育科校隊之比賽或訓練消息，詳情請留意日後有關項目之通告或向負責老師查詢： 

 I.) 九東遊戲日比賽代表隊之訓練：體育課堂及多元智能課進行 

 II.) 田徑校隊之訓練將於 10 月份開始 

 III.) 游泳校隊第一期訓練及九東游泳比賽賽前特訓已開始 

 IV.) 足球校隊將參加全港小學校際五人足球比賽，比賽將於 10 月份舉行，地點：荃灣沙咀道硬 

地球場 

 V.) 部份田徑校隊同學將於 27/10/2010（三）參加基順學校友校接力賽，地點：九龍仔公園運動場 
 

音樂科訊息：音樂科訊息：音樂科訊息：音樂科訊息：    

本年度學校音樂節將於 2011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30 日舉行，同學由 9 月 20 日起可向音樂科老師領 

取報名表，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0 年 10 月 11 日（一），請於 10 月 11 日前把報名表填妥後連報名費 

用（只交現金）交音樂科老師轉交黃詩敏老師。 
    

常識科訊息：常識科訊息：常識科訊息：常識科訊息：    

常識科在本年度繼續為同學訂立自理目標行為，藉以提升學生在自律、守規及儀容整潔等方面的表

現，並培養同學的責任感。各級均設有學生自評及家長評估表，請家長配合，協助同學們建立良好

的生活習慣，提升個人自理素質。上學期各級訂定的自理目標行為如下： 

一年級： 整潔的校服、儀容                    四年級： 校服的處理 

二年級： 主動實踐個人衛生(刷牙、洗臉、扭毛巾……)    五年級： 鞋子的護理 

三年級： 主動實踐個人衛生(洗頭)           六年級： 清洗體育服 
 

宗教科訊息：宗教科訊息：宗教科訊息：宗教科訊息：    

1.) 上年度十二月建立的堂校禱告網絡代禱事項會於十月份下旬於校網中顯示。 

2.) 十月份至一月份（上學期）全校讀經禱告計劃表會派出，家長可伴讀或鼓勵子女自己閱讀馬可福 

音。 

   3.)  十月八日於集會時段訂基督女少年軍制服，請按通告辦理繳費手續。 
    

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教育組訊息：訊息：訊息：訊息：    

由 10 月 4 日起，電腦室開放給有需要的學生使用。（通告另行發給有需要的學生）  
最新獲獎訊息：最新獲獎訊息：最新獲獎訊息：最新獲獎訊息：    

1.6B 梁炯宏於暑期到新加坡參加「2010  IMC 新加坡國際數學競賽」獲得優勝獎。 
2.6A 許澔廷、6C 蕭景新、6E 曾文金和 6F 鄭天燊獲老師推薦參加南華體育會男子籃球青 

訓計劃，並被挑代表該會參加 2010 年度康文盃籃球錦標賽，勇奪冠軍。 
    

十月份家長備忘十月份家長備忘十月份家長備忘十月份家長備忘    
 

一． 10 月 1 日（五） 國慶日假期 

二． 10 月 3 日（日）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於上午 11:00 舉行五周年堂慶崇拜，歡迎各家長攜同子女參加。 

講員：盧龍光牧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長) 

感恩午餐及聚會（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三． 10 月 4 日(一) 六年級奧數精英班逢星期一下午 3:05-4:35/假期培訓下午 2:00-5:00 於 5D 課

室進行。(日期:4/10、11/10、18/10、25/10、8/11、15/11、22/11、29/11、

13/12、3/1) 

四． 10 月 5 日(二) 1.三年級英文集誦隊於下午 3:05-4:05 在 UG 英語室進行排練 

（日期：5/10、12/10、19/10、26/10、9/11、16/11、23/11、30/11） 

2.五年級奧數精英班逢星期二下午 3:05-4:35 於 5A 課室進行。 

(日期:    5/10、12/10、19/10、26/10,9/11、16/11、23/11、30/11、7/12、14/12) 

五． 10 月 6 日(三) 1. 基法話劇校隊於下午 3:30-5:00 在學生活動中心進行重點培訓 

（活動日期：6/10、13/10、20/10、10/11、17/11、24/11、8/12、15/12、5/1、19/1） 

2. 四年級奧數精英班逢星期三 下午 2:35-3:35 於 4A 課室進行 

(日期﹕6/10、13/10、20/10、27/10,10/11、17/11、24/11、1/12、8/12、15/12) 



六． 10 月 7 日(四) 1. 三年級奧數精英班逢星期四 下午 3:05-4:05 於 4C 課室進行 

【 日期﹕7/10、14/10、21/10、4/11,11/11、18/11、25/11、2/12、9/12、16/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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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10 月 7 日（四）

至 10 月 9 日(六) 

六年級 36 位同學參加 同根同心-香港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往廣東連南。 

八． 10 月 8 日（五） 1.校友會於晚上 7 時假觀塘鱷魚恤中心 7 樓玉桃苑酒家進行周年聚餐暨周年會員

大會 

2.基督女少年軍多元智能時段繳交訂購制服費用 

3.多元智能課開始 

4.一、二年級普通話集誦訓練 

星期五多元智能課程時段(下午 2:00-3:00) (日期: 8/10、22/10、12/11、26/11、10/12) 

星期五放學後(下午 3:00-4:00)，平日乘校車的同學可安排乘第二輪校車。 

（日期：15/10、22/10、5/11、12/11、19/11、26/11） 

九． 10 月 10 日(日)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有以下活動，歡迎各家長參加。 

1.健康講座－如何得健康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2.兒童歌詠興趣小組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1E 課室 

3.信仰為什麼（查經小組）：由 9 月 5 日至 10 月 24 日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1D 課室 

十． 10 月 12 日(二) 幼童軍集會於下午 3:05-4:05 在操場及課室進行 

(集會日期：12/10、19/10、2/11、9/11、16/11、23/11、7/12、14/12) 

十一． 10 月 13 日(三) 1.三、六年級全級同學於下午 2:35-3:45 留校進行中、英、數補課。（詳見通告） 

2.同根同心-河源文化交流活動學生培訓活動 3，下午 1:25-2:30(成長課時段)，於自然科

學室進行 

3. 「社交小精兵」小組於下午 2:35-3:45 在 2C 課室進行，對象為十位被推薦參加的一、

二年級學生。(13/10、20/10) 

4. 健滙醫療中心職員到校收取流感針同意書及費用(對象：四至六年級) 

十二． 10 月 14 日(四) 健滙醫療中心職員到校收取流感針同意書及費用(對象：一至三年級) 

十三． 10 月 16 日(六) 重陽節假期 

十四． 10 月 18 日(一) 3A 於課堂時段參觀鯉魚門圖書館，學生如需借書，請自備公共圖書館借書證，並

自備環保袋盛載。 

十五． 10 月 19 日(二) 小五成長的天空組員於下午 3:00-4:00 在 3F 參加輔助小組 

十六． 10 月 21 日(四) 游泳校隊於課堂時段參加九東小學校際游泳比賽，地點為九龍公園泳池， 

歡迎參加比賽的泳隊隊員家長自行前往參觀。 

十七． 10 月 22 日(五) 於課堂時段為學生注射流感疫苗服務，對象為已繳交費用及同意書之學生。  

十八． 10 月 23 日(六) 1.「成長的天空」計劃簡介會於下午 3:00-4:00 在 UG 學生活動中心進行，對象為

24 位四年級入選參加成長的天空計劃的學生及其家長。  

2.開放圖書館：於進館三天前或星期三前將申請表交回圖書館收集箱圖書館，獲

安排通知才可進館  

【學校假期、測驗週、考試週、家長日及特別活動的日子暫停開放】  

十九． 10 月 25 日(一) 1.3C 於課堂時段參觀鯉魚門圖書館，學生如需借書，請自備公共圖書館借書證，

並自備環保袋盛載。 

2.本年度法團校董會第一次會議，於晚上 6:30-8:00 在五樓會議室進行，請各家長委

員預留時間出席委員預留時間出席 

3.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區本活動 

課後加油站 - 逢一、二、四下午 3:00-4:35 於本校進行，日期詳見通告。 

二十． 10 月 29 日(五) 一至六年級第一次測驗，學生上學時間如常，放學時間為上午 11 時 10 分。 

二十一． 10 月 31 日(日)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有以下活動： 

家長講座－培養孩子自信心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二十二． 11 月 1 日(一) 1.)一至六年級第一次測驗，學生上學時間如常，放學時間為上午 11 時 10 分。 

2.)上午 11:45-下午 1:45 進行領袖生培訓。 

二十三． 11 月 2 日(二) 教師發展日，學生停課。 

二十四． 11 月 3 日(三) 為一至六年級旅行。 

請家長簽妥回條後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六日交回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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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