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通告                         (2010/2011 第 29 號)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十十十十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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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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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近況學校近況學校近況學校近況    

  
教師發展日教師發展日教師發展日教師發展日安排：安排：安排：安排：    

            11 月 2 日(二)為教師發展日，全體學生停課一天全體學生停課一天全體學生停課一天全體學生停課一天。 
 

學生事務訊息：學生事務訊息：學生事務訊息：學生事務訊息：    

在 11 月，學生可自由換穿整齊冬季校服或夏季校服。為方便上體育課，學生可以穿著短袖運動上衣配長運

動褲。十二月一日起，全體學生必須穿著整齊冬季校服。 

男生：長袖裇衫、校呔、灰色長褲、灰襪。 

女生：長袖裇衫、校呔、校服裙、長灰襪。 

如有需要，可加穿學校指定之毛衣、背心或校褸。若氣溫下降至 12°C 或以下，可穿上純黑色、深藍色、灰

色或棗紅色禦寒外衣。 
 

學生書簿津貼訊息：學生書簿津貼訊息：學生書簿津貼訊息：學生書簿津貼訊息：    

學生資助辦事處於本年 10101010 月中旬月中旬月中旬月中旬發放學校書簿津貼給在 9999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或以前日或以前日或以前日或以前已遞交資格證明書的學生。 

書簿津貼款項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9191919 日期間日期間日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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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1 學年的修訂津貼金額如下： 

(以收到粉紅色資格證明書為準) 

    小學        

 獲全額津貼 $2,500.00 獲半額津貼 $1,250.00  
    

保健訊息：保健訊息：保健訊息：保健訊息：    

1.衛生署學生健康服務中心已於 2010 年 10 月 25 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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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子女前往指定中心接受健康檢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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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12 月 14 日（二）到校為小一及小六小一及小六小一及小六小一及小六學生注射防疫 

疫苗。同意書將於 2010 年 11 月 15 日(一)派發。 
 

德育及公民教育：德育及公民教育：德育及公民教育：德育及公民教育：    

1.) 為鼓勵同學成為有禮守規之好學生，本校將舉行「禮貌之星」計劃，包括「禮貌雙周」及「禮貌大使」 

活動。於活動進行期間，學校之教職員工會派貼紙給有良好行為表現及有禮貌之學生，以作獎勵。凡學 

生集齊 15 個貼紙， 便可於指定時間內換領獎品一份。禮貌大使將會在學校大堂跟同學打招呼。 

2.) 原定 11 月 6 日連南瑤族農家交流團分享會，將延遲舉行，日期稍後公佈，如有查詢可與鄭主任聯絡。 
 

體育科訊息：體育科訊息：體育科訊息：體育科訊息：    

以下是有關體育科校隊之比賽、活動或訓練消息，詳情請留意日後有關之通告或向負責老師查詢。 

1.) 學校運動會已順利完成，比賽結果及活動相片已上載於學校網頁，成績見附頁。 

九東小學校際遊戲比賽在 11 月 12 日於九龍灣運動場舉舉行，比賽時間待公佈。 

2.) 本會聯校運動會在 11 月 19 日(五)在九龍灣運動場舉行 

3.) 足球校隊在 11 月 9 日及 13 日參加九東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普通話普通話普通話普通話科訊息：科訊息：科訊息：科訊息：    

本校 4A 李美淇、5A 陳澤禧同學參加「DJ 訓練班」，有機會於星期六中午 12:00-下午 2:00 在香港電台廣播。 
 

數學科訊息：數學科訊息：數學科訊息：數學科訊息：    

數學科將於十一月份派發學生「新亞洲網上學習平台」的用戶名稱及登入密碼，同學在首次登入帳戶後，請

自行更改個人的登入密碼，並多使用網站作自學之用。凡完成網上練習的同學，請自行列印網上成績單，並

交給科任老師，老師會派「讓我高飛」貼紙乙張，以作獎勵。 
 

宗教科訊息：宗教科訊息：宗教科訊息：宗教科訊息：    

1.) 11 月 7 日(日)本校基督女少年軍六十九分隊將出席總會於荃灣沙咀道球場舉行一年一度之周年大會操 

暨感恩崇拜，參與隊員需於當日下午 1:00 穿着整齊的制服在學校大堂集合，約下午 5:20 返校解散。 

2.) 請繼續提醒貴子弟讀經及禱告(上學期須完成馬可福音) 

3.) 本月下旬將進行聖誕咭設計比賽，請留意通告。 

4.) 11 月 21 日(五)、11 月 28 日(日)、12 月 5 日(日)、12 月 12 日(日)為油塘梁發堂與本校合辦英語學聖經

樂，凡已報名者請預留下午 1:30-2:45 返校參加活動，是項活動須家長同時參加家長環節，敬請留意。 
    

����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    

    



 

常識科訊息：常識科訊息：常識科訊息：常識科訊息：    

本年度常識科已參加由「我愛香港協會」主辦的「我愛香港兒童網」閱讀計劃。逢週一至周五主辦機構會免

費上載一篇品德教育或通識教育的文章供五、六年級學生選讀，藉以培養學生良好的品格，並為銜接中學通

識課程作好準備。有關登入資料及密碼已於早前派給予學生，並於常識課堂由老師指導登入方法，敬希家長

積極鼓勵學生參與此閱讀計劃。 
 
最新獲獎訊息﹕最新獲獎訊息﹕最新獲獎訊息﹕最新獲獎訊息﹕    

田徑代表隊員 6A 巢靖言、6C 江莉鳴、6D 鍾凱晴、5A 鄭紫允同學，27-10-2010(三)參加基順學校與才俊學校

聯校陸運會「2010 友校接力賽」獲女子組 4x100m 接力季軍。    

十一月份家長備忘十一月份家長備忘十一月份家長備忘十一月份家長備忘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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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第一次領袖生培訓，參加者須穿著整齊體育服出席培訓活動。 

3.)中國舞高級組（四至六年級）於上午 11:15-12:45 在舞蹈室進行加時練習。 

二． 11 月 2 日(二) 1.) 教師發展日，學生停課教師發展日，學生停課教師發展日，學生停課教師發展日，學生停課。 

2.) 中國舞低級組（二、三年級）於上午 8:45-10:15 在舞蹈室進行加時練習。 

3.) 中國舞高級組（四至六年級）於上午 10:00-11:45 在舞蹈室進行加時練習。 

4.) 游泳校隊於下午 3:00-5:00 在九龍灣德藝會進行訓練，2/11 隊員須自行前往泳池，

訓練後約 15 分鐘在大門自行解散。(日期：2/11、9/11、16/11、23/11、30/11、7/12、

14/12 

三． 11 月 3 日(三) 為一至六年級旅行。一、二年級往荔枝角公園（下午 1:45 放學），三、四年級往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下午 3:00 放學)，而五、六年級往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下午 3:00 放學)。 

四． 11 月 4 日（四） 1.)田徑校隊擲項於下午 3:05-4:05 在 1 號操場進行訓練。（日期：4/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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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通告。 

(4/11、18/11、25/11、2/12、9/12、16/12) 

五． 11 月 5 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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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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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2/11、19/11、26/11） 

六． 11 月 6 日(六) 1.) 話劇團校隊於上午 9:00-12:30 在舞蹈室進行加時排練。（6/11、13/11、11/12） 

2.) 以下田徑校隊於上午 8:30-10:00 進行訓練：（集合地點：1F 課室） 

徑賽：籃球場  (6/11、13/11) 

跳高：1 號操場 (6/11) 

3.) 「港澳小學生普通話水平測試」應試培訓Ａ班於上午 10:30-12:00 在課室進行。 

（日期：6/11、13/11、20/11、27/11、4/12、11/12、18/12、8/1、22/1、29/1、19/2、

5/3、12/3、26/3、2/4） 

4.) 周六學藝班開始，詳情請查閱通告。 

七． 11 月 7 日(日) 1.)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有以下活動： 

－  兒童歌詠興趣小組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1E 課室 

對象：幼稚園至小四同學 

－  人生難題討論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舞蹈室 對象：青少年 

2.)本校基督女少年軍六十九分隊將出席總會舉行一年一度之周年大會操暨感恩崇拜。 

八． 11 月 8 日(一) 1.)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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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一)及 11/11(四)家長義工培訓活動於下午 1:30-3:00 在禮堂進行 

3.) 11 月 8 日至 12 月 17 日舉行「禮貌之星」計劃 

九． 11 月 9 日（二） 1.)小六「成長的天空」輔助小組於下午 3:00-4:00 在 3E 課室進行 

2.)足球校隊於上午 10:35-下午 1:30 在秀雅道足球場參加九東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十． 11 月 10 日(三) 1.)三、六年級課後補課，時間：下午 2:35-3:45 

（日期：10/11、17/11、24/11、8/12、15/12、5/1） 

2.) 參加健康大使同學於下午 2:35-3:35 在 4C 課室進行「觀塘倡健學校計劃」項目-「小

學倡健領袖生培訓課程)」。 

（日期：10/11、17/11、24/11、1/12、8/12、15/12） 

3.) 已報名參加世界數學測試－數學科考試之學生，於下午 1:15-下午 3:30 在 6A 課室及

電腦室進行測試。 

4.) 「社交小精兵」於下午 2:35-3:45 在 2C 課室進行(日期：10/11、17/11、24/11) 

5.) 四至六年級周會主題：On-learning demo 



 

 

十一． 11 月 12 日(五) 1.) 話劇團校隊於下午 3:00-4:00 在 2D 進行加時排練。（日期：12/11、26/11、10/12） 

2.) 九東小學校際遊戲比賽於九龍灣運動場舉行，時間待定，對象為已報名參加之學生 

十二． 11 月 13 日(六) 1.)以下田徑校隊於上午 8:30-10:00 進行訓練：（集合地點：1F 課室） 

跳遠：2 號操場  (13/11) 

2.)足球校隊於上午 10:35-下午 1:30 在秀雅道足球場參加九東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集合時間及地點：上午 10:35 學校大堂集合） 

十三． 11 月 16 日（二） 1.) 小五成長的天空輔助小組於下午 3:00-4:00 在 3E 課室進行 

2.) 家教會會議下午 4:15-6:15 於五樓會議室進行，請各委員預留時間出席。 

十四． 11 月 17 日(三) 1.) 已報名參加世界數學測試－解難分析科考試之學生，於下午 1:15-下午 3:30 在 6A 課 

室及電腦室進行測試。 

2.)「寶寶愛學習」家長講座於下午 1:30-3:00 在禮堂進行 

3.) 一至三年級周會主題：渴慕真理 

十五． 11 月 18 日(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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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放學時間為 

下午 5:30。 

2.) 於下午 7:00-9:30 在本校會議室進行校友會會議，請各委員預留時間出席。 

十六． 11 月 19 日(五) 區會運動會於九龍灣運動場舉行，田徑校隊參加比賽。 

十七． 11 月 20 日(六) 「小五成長的天空」組員於上午 9:30-下午 4:30 在赤柱沙灘進行戶外訓練。 

十八． 11 月 21 日(日) 1.)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有以下活動： 

－ 健康講座：特式健康美食班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 信仰難題討論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舞蹈室 對象：青少年 

2.)凡參加本校與油塘梁發堂舉辦一年級英文學聖經樂的同學，請家長帶同學生準時於

下午 1:30 出席 

3.)已報名參加觀塘區中學巡禮 2010 之家長及學生(A-C 線)參觀中學。 

十九． 11 月 23 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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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五年級家長踴躍出席。 

二十． 11 月 24 日(三) 「廢青變傑青」生命教育講座於週會時段進行，對象為四至六年級學生。 

二十一． 11 月 26 日(五) 為 22/10 因病或需注射第二針之流感針的同學，於課堂時段進行注射流感疫苗。 

二十二． 11 月 27 日(六) 幼童軍於上午 10:00-下午 1:45 參觀香港大嶼山國際機場國泰城 

二十三． 11 月 28 日(日) 1.)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有以下活動： 

家長講座：如何應付小朋友的藉口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2.) 已報名參加觀塘區中學巡禮 2010 之家長及學生(C-G 線)參觀中學。 

二十四． 12 月 2 日、3 日、

6 日、7 日 

為六年級呈分試，詳情請留意日後通告。 

請家長簽妥回條後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交回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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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一零年  月        日  (2010/2011 第 29 號) 

       回條  

敬覆者：有關 貴校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九日之「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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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午   班學號(   )學生                      (姓名) 
 
 

                                     家長                                            (簽署) 
    
    
    
    



    
學校運動學校運動學校運動學校運動 2010-2011 比賽結果比賽結果比賽結果比賽結果             

甲組成績總表甲組成績總表甲組成績總表甲組成績總表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項目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60m 6A 巢靖言 6B 李昭儀 6F 楊雅恩 6B 李穎欣 
100m 6C 江莉鳴 6D 鍾凱晴 6F 李妙香 6A 鄧詩敏 
跳高 6F 馬可盈 6B 李昭儀 6F 黃芷晴 6D 黃雅恩 
跳遠 6D 馬家婷 6E 黃映秋 6E 梁靄懿 6E 王美斯 

女子 
 

擲壘球 6B 胡樂宜 6C 羅凱迪 6B 鍾泳兒 6A 李麗婷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項目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100m 6B 黃鏮任 6E 曾文金 6A 許澔延 6B 馬維亮 
200m 6F 嚴天朗 6F 曾俊卓 6A 謝志鋒 6B 鄺偉權 
跳高 6D 羅景源 6C 陳顯柏 6D 陳梓順 6A 張泉材 
跳遠 6F 曾俊卓 6E 曾文金 6F 鄭天燊 6C 陳上暉 

男子 
 

擲壘球 6F 嚴天朗 6B 李耀偉 6D 黃豈華 6A 李卓聲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項目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男特 
 

100m 6E 楊輝強 6F 葉偉樂 6E 馮俊傑 6E 彭碩墉 

 
乙組成績總表乙組成績總表乙組成績總表乙組成績總表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項目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60m 5D 陸曉彤 5A 洪芷晴 5A 郭叡茵 5B 袁皚霖 
100m 5A 鄭紫允 5A 丘寶婷 4C 吳綺琦 5E 陳咏珊 
跳高 5A 陳映彤 5C 杜咏玲 5B 葉倬昕 5B 林鍶渟 
跳遠 5A 鄭紫允 5C 陳幸怡 5A 陳芷慧 5D 陸曉彤 

女子 
 

擲木球 5A 王詩慧 5B 李子君 5A 周麗燕 5B 黃寶程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項目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60m 5C 鄧偉豪 5F 田瀚林 5D 楊日朗 4C 謝迪匡 
100m 5C 黃鉑雄 5C 方子熙 5B 梁振傑 5F 胡澤鋒 
跳高 5F 劉子軒 5B 袁浩軒 5B 黃思哲 5D 謝杰豪 
跳遠 5A 曹俊 5C 鄧偉豪 5E 蔡賢龍 5B 嚴豪軒 

男子 
 

擲木球 5C 方子熙 5D 張浚豪 4C 甄健龍 4C 謝迪匡 
    
丙組成績總表丙組成績總表丙組成績總表丙組成績總表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項目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60m 4D 許卓琳 4C 詹穎恩 4D 嚴子奇 4D 丘翠瑩 
100m 4F 潘穎雅 4A 陳煥榆 4C 雷凱琪 4B 陳思穎 
跳遠 4D 洪婉程 4A 龍尉瑩 4A 歐陽紀婷 4B 林靖珊 

女子 
 

擲木球 4E 黎嘉沂 4B 梁珈祈 4B 陳彥蓉 4D 蔡榕容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項目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60m 4C 陳惠權 4A 黃 譽 4D 蕭栢熙 4F 司徒子煌 
100m 4A 姚學勤 4E 陳歷橋 4D 容家輝 4C 彭梓俊 
跳遠 4C 談宏智 4B 嚴正為 4A 余衍華 4E 陳歷橋 

男子 
 

擲木球 4D 羅建明 4F 劉天祥 4D 陳法橋 4D 蘇民鈞 

 

附頁附頁附頁附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