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五 日 
    通告                             (2010/2011 第 83 號)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七七七七月份月份月份月份校監的話及校監的話及校監的話及校監的話及家長需留意事項通告家長需留意事項通告家長需留意事項通告家長需留意事項通告                                                                                                                                                                                                                 

    
    
    
    
    
    
    
    
    
    
    
    
    
    
    
    
    
    
    
    
    
    
    
    
    
    
    
    
    
    
    
    
    
    
    
    
    
    
    
    
    
    
    
    
    
    
    
    
    
    
    
    
    
    
    
    

����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    

    
    

校校校校長長長長的話的話的話的話    

    
各位家長﹕ 

 
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一學校年度已圓滿結束，多謝天父的保守，學生無論在

成績及品德操行上有明顯進步，因為學校以(一) 優化課堂教學，提升學生學

業表現；(二)提高學生品行表現；(三)加強校內外互動交流，促進團隊精神，

提升教學質素，作為學校三年之發展方向，務求學生成為品學兼優的孩子，學

生也藉交流互動等活動項目，擴闊眼界，建立團隊，讓學生成為有見識、有學

問、與時並進的優質少年。 

 
隨著本學年的結束，馮文正校監於基法小學(油塘)之校監任期已屆滿，根

據辦學團體調動，下年度開始將由張月茜女士擔任學校校監之職。 

 
馮校監由一九九三年開始任學校之校長達十三年之久，在任期間帶領全體

同工推展優化教育事務，培育莘莘學子，春風化雨，桃李芬芳，喜見碩果纍纍，

基法沃土，榮神益人。為慶祝學校之創立，分別舉行創校三十年感恩崇拜暨音

樂晚會、三十五周年感恩崇拜、創校四十周年感恩崇拜暨校舍新翼啟用禮、四

十周年校慶綜合晚會，並督促學校完成舊校之擴建工程、籌建現時之新校舍，

並帶領全校員生由舊校遷到全新三十六班之超千禧校舍，學生之學習環境，更

臻完善。 

 
馮校監在任五年期間高瞻遠矚，關注學校發展，督導及支持實踐五年發展

計劃。又為學校蒐集數據以分析行政架構及工作分配，並提出建議，讓學校在

未來日子完善運作，規模壯大，貢獻良多。本人謹代表學校衷心致謝，並祝願

校監生活愉快，工作順利。希望馮校監對本校繼續支持和鼓勵，關注學校發展，

時賜南針，大家同為基法小學作育英才，邁進優質卓越共同努力。 

 
暑期將至，希望各家長珍惜暑期時光，與同學共聚天倫，勿忘督促  貴子

弟利用暑期檢討一年之學習生活，溫習功課，自我完善，為未來一年之學習作

好準備。祝大家暑期生活愉快，主恩常偕。 

 
梁淑儀校長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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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試後安排：學校試後安排：學校試後安排：學校試後安排：    

1.  7 月 5 日(二)為六年級升中放榜，六年級學生於上午 8 時 10 分回校，領取派位結果及有關文

件後，上午 8 時 30 分放學。當日上午 8:10 家長可到禮堂等候子女。 

2. 7 月 9 日(六)一至五年級家長日，家長須帶同學生(穿著整齊校服)依照約見時間到校面見老師。 

六年級在上午 8 時 10 分前回校，參加中、英、數補課，正午 12 時放學。平日乘校車之同學

可乘校車返學及放學。 

3. 7 月 11 日(一)為一至三年級休業禮，當日一至六年級照常上課，一至五年級在上午 11 時 10 分放

學，六年級補課至下午 12 時 50 分放學。 

4. 7 月 12 日(二)為四、五年級休業禮，當日照常上課，放學時間為上午 11 時 10 分。一至三年級停一至三年級停一至三年級停一至三年級停

課，六年級到獲派中學參加中一入學前前學科測驗。課，六年級到獲派中學參加中一入學前前學科測驗。課，六年級到獲派中學參加中一入學前前學科測驗。課，六年級到獲派中學參加中一入學前前學科測驗。 

 7 月 13 日為家長日補假，7 月 14 日起放暑假至 8 月 31 日。 
    

下年度開學安排另有通告通知。下年度開學安排另有通告通知。下年度開學安排另有通告通知。下年度開學安排另有通告通知。         
    

下年度放學安排下年度放學安排下年度放學安排下年度放學安排－－－－取消「歸程隊」取消「歸程隊」取消「歸程隊」取消「歸程隊」：：：：    

鑑於油麗邨第三、四期已落成，過馬路的配套設施亦日見完善，故本校決定取消原有之油麗邨及油美

苑歸程隊，並改派老師在要衝位置站崗當值，管理學生放學的秩序，請家長注意。 
 

提防猩紅熱提防猩紅熱提防猩紅熱提防猩紅熱：：：：    

猩紅熱是一種由甲類鏈球類菌引致的傳染病，服用合適的抗生素可有效治療猩紅熱。如懷疑患上猩

紅熱，應立即向醫生求診，並根據醫生指示服用抗生素。 
 

猩紅熱的徵狀通常為發燒、咽喉痛及出疹。皮疹會在發病首天或翌日在軀幹或頸部出現，接着蔓延

至四肢，特別是腋窩、肘部及腹股溝。該種皮疹的特點是患處皮膚粗糙。皮疹會在一星期後消退，

手掌和腳底繼而會脫皮。隨猩紅熱併發的病症，有時包括心臟病、腎病以及較罕見的中毒性休克綜

合症。 
 

患者通常透過呼吸或直接與受感染呼吸系統分泌物接觸而傳播，潛伏期大約一至三日。根據衛生防

護中心的最新資料，本港猩紅熱正處於高活躍水平。為預防猩紅熱，請家長注意以下措施： 
 

1. 家長每天須在子女離家上課前為他們探熱，並於手冊中紀錄並簽署。 

2. 兒童若發現有發燒、咽喉痛及出疹，應向醫生求診。患者不應上學或返回學校，直至完全康復為

止，或跟隨醫生指示回校上課。 

3. 維持良好的個人及環境衛生。 

4. 保持雙手清潔，並用正確方法洗手。 

5. 雙手被呼吸系統分泌物弄污後(如打噴嚏後)應立即洗手。 

6. 打噴嚏或咳嗽時應掩着口鼻，並妥善清理口鼻排出的分泌物。 

7. 在暑假期間請繼續採取預防傳染病的措施，保持家居清潔衛生，及留意子女的健康情況，避免讓

子女到人煙稠密或多人聚集的地方。 

8. 若計劃往外地旅遊，家長應避免帶子女到傳染肆虐的地區旅遊，及應提醒他須保持個人衛生及減

少人多擠迫的地方。 

9. 返港後，家長應密切留意子女的身體狀況，若出現發燒或其他傳染病的徵狀，應及早求診。 
 

如欲獲取更多資料，可瀏覽衛生防護中心網站（http://www.chp.gov.hk） 
 

學童牙科保健學童牙科保健學童牙科保健學童牙科保健：：：：    

以下班別在本年度參加由衛生署學童牙科保健服務之學生，已於 6 月 8 日獲派發「診症咭」，敬請按咭

上的日期及時間應診：5A、5B、5C、5D、5E、5F、6A、6B、6C 及 6F 

    

    



 

中國文化日義賣物品：中國文化日義賣物品：中國文化日義賣物品：中國文化日義賣物品：    

感謝各位家長一直熱心支持學校的發展及建設，讓學生在更完善環境及設施下上課，校譽日隆。每年本

校均舉辦「中國文化日」籌款活動，目的是籌募款項作學校建設及教育用途。貴家長如認識某些能捐贈

文具、玩具、家庭用品、飾物等作義賣用途的商號，請聯絡鄭建成主任跟進處理，讓學校能籌募更多經

費，幫助學校發展。 
 

境外交流消息：境外交流消息：境外交流消息：境外交流消息：    

本年度本校舉辦了上海城巿規劃及文化考察交流團，重點讓學生認識祖國、瞭解國情，培養學生的愛國

情懷及國民身份認同。為了讓家長與學生共同分享境外交流活動之學習成果，本校將舉辦境外交流分享

會，歡迎全校家長出席，給分享學生支持及鼓勵。 
 
日 期：二零一一年七月九日（星期六，當日為家長日） 

時 間：下午十二時十五分至下午一時十五分   地 點：本校禮堂 

內 容：上海交流之活動花絮片段、專題研習報告、教師及學生訴心聲 

備 註：參與分享學生於當天上午 9 時回校綵排    
 

學生書簿津貼學生書簿津貼學生書簿津貼學生書簿津貼之新申請者：之新申請者：之新申請者：之新申請者：    

鑑於政府已落實在 2011-2012 學年度，放寬學生資助辦事處入息審查機制下可獲全額資助的家庭入息

上限，令更多合資格的學生可在各資助計劃下獲得資助，2011-2012 學年學生資助新新新新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表格 A)指引

須作出相關的修訂，修訂如下： 
 

申請指引作出的修訂申請指引作出的修訂申請指引作出的修訂申請指引作出的修訂    修訂內容修訂內容修訂內容修訂內容    

甲部第 4.3 段被右段所取代 

(申請指引頁 3) 

“下表詳列 2011-2012 學年的「調整後家庭收入」組別的資助幅度。。

請注意「調整後家庭收入」並不是家庭每月的平均收入。 

2011-2012 學年的「調整後家庭收

入」機制下數值介乎(元) 
資助幅度 

0  至 29,738 全額＊ 

29,739 至 57,502 半額 

超過 57,502 不合資格(申請不成功) 

＊ 3 人家庭和 4 人家庭可獲全額資助的「調整後家庭收入」上限分別  

    為 36,000  和 33,120。” 

乙部第 4.1 段須填報的收入第 1

項被右段取代(申請指引頁 6) 

“1 薪酬 (包括申請人、配偶及在職同住未婚子女的全職、兼職、短

期工作薪金，當中包括公積金 (僱員強積金供款除外 ))” 

乙部第 4.1 段不須填報的收入

加入右段 12 頁(申請指引頁 6) 

“12 僱員強積金供款” 

附錄參考樣本(一)「收入證明

書」第 5 行作右段的修改 

(申請指引頁 8) 

從須填報在 2010 年 4 月 1 日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期間總薪金的收入 

項目中刪除“僱員強積金供款”字眼。 

        
德育及德育及德育及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公民教育組：公民教育組：公民教育組：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優質教育基金「愛讀不愛毒」計劃－2011 年聯校徵文比賽 

校內組獲獎名單：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冠軍  張恆翊 (4A) 冠軍  孔令瑜 (5A) 冠軍  朱茵桐 (6B) 

亞軍  姚學勤 (4A) 亞軍  趙凱晴 (5B) 亞軍  林曉嵐 (6A) 

季軍  魏子晴 (4B) 季軍  吳清悅 (5B) 季軍  林言皓 (6B) 
  
校本輔導組校本輔導組校本輔導組校本輔導組：：：：    

「班規打油詩」親子設計比賽結果： 

冠軍 1E  王俊恒  亞軍 4A 張恆翊  季軍 2B 余卓彥 
 
各得獎者可獲書券作獎勵，獎項在休業禮頒發，得獎作品已上載學校網頁( 最新消息)，歡迎瀏覽。    
加強輔導教加強輔導教加強輔導教加強輔導教學組學組學組學組：：：：    

2010-2011 自我增值獎勵計劃（下學期）獲獎名單： 

銅獎：2C   劉 燊 、4E   陳志毅、5F  莊悅欣、6E  廖俊賢、6F  姚兆聰 

銀獎：1D   陳健峰、1E  林俊熙、2E  何聲宇 、2E  黃珈雯、2F  蘇永達、 2C  溫翰星、3D  林炳泰、 

            3D  周震羲、 3E  黃嘉軒、3F  袁國謙 、4E  黃艷傑、6C 翁偉進、6E  王美斯 

金獎：1C  朱俊濤 、 2F  黃昭盈、3D  梁家健、4D  李卓賢、4F  滕耀興、4F  蔡浚豪、6C 李欣妮、  

            6C  陳上暉、6D  羅朗軒、 6F 鄺偉銘 、 6F  李妙香  
 

����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 
     



 
中文科：中文科：中文科：中文科：    

2010-2011 「閱讀報告」寫作比賽獲獎名單：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冠軍 1F 鄺慧儀 2D 王晴晴 3A 劉楷悅 4A 張恆翊 5C 許富儀 6B 朱茵桐 

亞軍 1C 潘彩詩 2B 余卓彥 3B 趙凱蕎 4B 湯欣悅 5A 朱詠恩 6A 麥依靈 

季軍 1E 胡詩琪 2E 藍若天 3D 林諾瑤 4C 吳綺琦 5B 趙凱晴 6C 黃雯昕 

1D 黃家樂  3C 江欣桐 4D 曹   炎 5F 黃曉晴 6D 向婉晴 

   4E 黎嘉沂  6E 翁穎賢 

優良獎 

   4F 李嘉諾   
    
    
英文科：英文科：英文科：英文科：    

2010-2011 英文科故事閱讀及創作比賽獲獎名單：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冠軍 1A 陳以匡 2B 余卓彥 3A 楊華健 4A 張恆翊 5A 朱詠恩 6A 麥依靈 

亞軍 1E 梁洛婷 2F 何偉賢 3B 徐顥庭 4D 丘翠瑩 5C 李萃翹 6B 黃鏮任 

季軍 1F 王文澤 2C 吳王姬 3F 袁旻瑤 4B 湯子安 5B 費若川 6C 關紫曈 
             

1A 陳以匡 2A 巢梓珊 3A 楊華健 4A 張恆翊 5A 朱詠恩 6A 麥依靈 

1B 許芷晴 2B 余卓彥 3B 徐顥庭 4B 湯子安 5B 費若川 6B 黃鏮任 

1C 黃以諾 2C 吳王姬 3C 關俐玲 4C 洪梓恩 5C 李萃翹 6C 關紫曈 

1D 許顯逸 2D 羅凱霖 3D 邱杰聰 4D 丘翠瑩 5D 許瑩瑩 6D 黎楚瑜 

1E 梁洛婷 2E 藍若天 3E 柯倚權 4E 黎嘉沂 5E 王俊皓 6E 梁俊彦 

各班 

優勝者 

1F 王文澤 2F 何偉賢 3F 袁旻瑤 4F 丁柏濤 5F 危智權 6F 蘇炳元 
     
圖書科：圖書科：圖書科：圖書科：    

1. 五月份閱讀之星： 

5A  袁瑞傑、6E  梁詠晴、2C  丁錦基、1A  林靖芝、4D  譚俊杰、2B  鄭浚隆 

2. 「小圖書設計比賽」得獎名單： 

3C  江欣桐、3F  麥卓瑤、3F  許慧嫻、3F  黃曉琳、4B  羅曉琳、4B  陳彥蓉、 

4C  李彩盈、4C  洪梓恩、4C  陳怡靖、4C  羅紫婷、4C  陳卓琳、4E  黎嘉沂 

3. 五月份班際閱讀龍虎榜 

初級組：冠軍 2B、2C     亞軍 1B        季軍 1A 

高級組：冠軍 4D            亞軍 6B        季軍 4A 

4. 「閱讀先鋒獎勵計劃 2010-2011」獲奬名單： 

金 獎：1B  周蒨沂、2A  巢梓珊、2E  黎家佑、2E  藍若天、4B  陳欣誼、 

              5B  繆思行、5A  朱詠恩、6E  呂幸兒 

鑽石獎：1A  王僖溶、1D  王穎恩、1F  鄺慧儀、2A  周紀彤、2A  黃樂陶、2B  張愛靈、 

                  2D  陳啓泓、2E  洪 瑋、3A  陳梓灝、4A  郭婉君、4B  馬穎欣、5A 施芷欣、 

                  5B  呂曉琳、5B  吳清悅、6A  陳惠誼、6A  林曉嵐、6B  鄺偉權 

5. 全年閱讀之星：4E 黎嘉沂、6E 梁詠晴 

6. 全年班際閱讀龍虎榜 

初級組：冠軍 1B            亞軍 2B        季軍 3A 

高級組：冠軍 5D            亞軍 4A        季軍 5A    
聯課活動組：聯課活動組：聯課活動組：聯課活動組：    

1. 第四十七屆學校舞蹈節小學低年級中國舞乙級獎： 

2A 方翠微 2A 鍾紀怡 2B 蔡佩芸 2B 譚苑桁 2D 王曉晴 2F 黎鈞沂 3A 劉楷悅 

3A 吳瑋汶 3A 吳瑋宜 3A 蔡樂茵 3A 高朗瞳 3B  譚苑盈 3C 李秋麗 3D 呂婉婷 
 
2. 第四十七屆學校舞蹈節小學高年級中國舞甲級獎： 

4A 藍凱欣 4A 馬穎雅 4B 黃曼欣 4C 吳惠雪 4C 吳綺琦 4D 曹 炎 4F 林潔欣 

5A 傅海琳 5A 梁寶儀 5A 洪芷晴 5B 曾福澄 5B 李穎珊 5B 葉倬昕 5C 王嘉穎 

5C 楊嘉怡 5D 林亭均 5E 賴欣怡 5E 楊芷彤 5E 林禧雯 6B 朱茵桐 6B 彭玫麗 

6B 嚴凱祺 6C 馮恩雨 6D 黃雅思 6D 馬家婷          
3.「奇妙恩典」基督教雜誌社於 5 月 7 日到校採訪本校話劇組，主題為本校福音劇創作，如欲閱讀

報導內容，請家長瀏覽以下網址、位置、登入帳號及密碼： 

I.) 網址：   http://www.grateful-heart.org 

II.) 位置：   屬神篇�學校快遞 

III.) 帳號及密碼：  請先登記（費用全免），便可觀看全文。    
    
    
    
    



     
訓輔訓輔訓輔訓輔組組組組：：：：    

1. 傑出領袖生：金獎 6F  鄭俊希     銀獎  5B  繆思行    銅獎  5C  王嘉穎   6B  李穎欣 

2. 全年盡責好學生：2A  周紀彤、2B  呂嘉傑、5B  葉倬昕、  5C  黃鉑雄 

3. 2010-2011 下學期盡責好學生獲獎名單： 

1E  林浚杰、1F  鄺慧儀、2A 周紀彤、2B 呂嘉傑、3A 蔡子傑、3B 黃思楹、3B 周厚蓉、 

4B  魏子晴、4D 蔡榕容、5A 孔令瑜、5B 葉倬昕、5C 黃鉑雄、6B 鄺偉權、6B 林言皓、 

6C  陳芷靖、6D 張凱炫 
  
最最最最近獲獎消息：近獲獎消息：近獲獎消息：近獲獎消息：    

1.) 5F 許榮翔及 2B 鄭浚隆於「2011 年香港珠心算暨數學精英盃邀請賽」中分別奪得五年級組及二

年組的「四等獎」。 

2.) 5A 劉楷皓、5F 許榮翔及 5A 朱詠恩於「多元智能盃」中奪得數學小五組個人優異獎。 

3.) 6B 林言皓榮獲《「珍愛生命」漫畫填色設計比賽》小學組(九龍東)優異獎。 

4.) 1C 何柏誼、6D 羅世豪獲《通訊‧人類‧「建」未來》創作比賽優異獎 

5.) 第十七屆漢語聖經協會朗誦比賽獲獎名單： 

小三親子小組(廣東話)獲優異獎： 3A 鄭尚允／鄭鴻達 

小一親子小組(普通話)獲優異獎： 1B 嚴子喬／林濱 

小二廣東話獨誦獲冠軍：2B 麥依愛： 

6.) 2010-2011 年度聖經科獎勵計劃(小學組)得獎名單： 

5A 朱詠恩、5B 勞慧卿、5C 許富儀、6B 周芷晴、6C 陳珮淋、6C 張鈺瑜 

6.) 本校榮獲由英語教育事務中心舉辦的「卓越英語學校」比賽之優異學校獎 
        

七七七七月份家長備忘月份家長備忘月份家長備忘月份家長備忘    
 

一． 7 月 1 日(五) 特區成立紀念日假期 

二． 7 月 2 日(六) 1. 本區幼稚園學生及家長於下午 2:00-4:00 到本校進行參觀活動 

2. 「迎接新 Teen 地」升中家長講座於下午 2:30-4:30 在 UG 學生活動中心進行，請

六年級家長預留時間出席。 

3. 18 對親子家庭於上午 9:30-11:30 二樓電腦室參加家教會暑期親子電腦班-九方輸

入法班。 

4. 20 位學生參與「人道教室‧生命學堂-再戰海防活動」於上午 9:15 分於本校 1F 課

室集合， 參觀海防博物館及西灣軍人墳場，約下午 2:30 在本校大堂解散。 

5. 28 位學生於下午 2:00 在本校集合，於下午 3:00 往香港青年協會演唱廳觀賞音樂 

劇旭日，約下午 5:00 於本校解散。 

三． 7 月 3 日(日) 1. 六年級畢業主日暨基督女少年軍立願禮(上午 9:45-10:50)，六年級畢業主日 (上

午 11:00-下午 12:30)，六年級畢業生須穿整齊校服準時出席，畢業主日小茶會(下

午 12:30-1:30)，歡迎家長撥冗參加。 

2.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於下午 1:30-3:00 在音樂室 A進行「家長園地-八福(五)」 

四． 7 月 4 日(一) 【放學時間：放學時間：放學時間：放學時間：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111111：：：：10101010（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 12121212：：：：50505050（五、六年級）（五、六年級）（五、六年級）（五、六年級）】 

1. 六年級學生於課堂時段進行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模擬試 

2. 7 月 4 日至 8日於課堂時段舉行多元智能課程展覽 

3. 25 位小五同學上午 10:00-中午 12:00 參觀觀塘警署 

五． 7 月 5 日(二) 【放學時間：上午放學時間：上午放學時間：上午放學時間：上午 11111111：：：：10101010（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一至四年級）／下午 12:5012:5012:5012:50（五年級）／上午（五年級）／上午（五年級）／上午（五年級）／上午 8:308:308:308:30（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1. 六年級升中放榜，六年級學生於上午 8:10 回校，上午 8:30 放學 

2.一至五年級學生學生學生學生於課堂時段購買下年度課本，小一家長如有需要可於當天上午

8:00-8:30 到校為小一同學購買課本(家長或學生購買時必須填交委託書) 

3. 法團校董會第三次會議晚上 6:00-8:00 於五樓會議室進行，請家長校董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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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7 月 6 日(三) 【放學時間：上午【放學時間：上午【放學時間：上午【放學時間：上午 11111111：：：：10101010（（（（一至四一至四一至四一至四年級）／下午年級）／下午年級）／下午年級）／下午 12121212：：：：50505050（（（（五、五、五、五、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四、五年級於上午四、五年級於上午四、五年級於上午四、五年級於上午 10101010：：：：00000000----11111111：：：：00000000 在禮堂參加訓輔講座在禮堂參加訓輔講座在禮堂參加訓輔講座在禮堂參加訓輔講座    

七． 7 月 7 日(四) 【放學時間：上午【放學時間：上午【放學時間：上午【放學時間：上午 11111111：：：：10101010（一至四（一至四（一至四（一至四年級）／下午年級）／下午年級）／下午年級）／下午 12121212：：：：50505050（（（（五、五、五、五、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1.100 位同學於上午 8:10-下午 6:00 參加「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迪士尼樂園探索 

   之旅」，詳見通告。 

2. (7/7 及 8/7)六年級同學需前往獲派中學辦理升中註冊手續 

3. 上午 9:30-11:00 於學生活動中心進行「說說故事 講講故事」家長工作坊 

八． 7 月 8 日(五) 【放學時間：上午【放學時間：上午【放學時間：上午【放學時間：上午 11111111：：：：10101010（一至四年（一至四年（一至四年（一至四年級）／下午級）／下午級）／下午級）／下午 12121212：：：：50505050（（（（五、五、五、五、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英語日活動於禮堂及英文課隨堂舉行  

九． 7 月 9 日(六) 1.一至五年級家長日，家長須帶同學生(穿著整齊校服)依照約見時間到校面見老師。 

2.六年級學生於上午 8:10 回校補課，中午 12:00 放學，有校車服務。 

3.上海城巿規劃及文化考察交流團分享會在下午 12:15-1:15 ，在本校禮堂舉行，歡迎 

   全校家長參與。 

4.「如何透過綜合訓練提升學生之整體學習能力」家長工作坊於上午 10:30-12:30 在視 

藝室進行，只限獲邀家長出席，詳情請留意通告。 

十． 7 月 10 日(日)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於下午 1:30-2:45 在教會演講室進行「豐盛生命(四)查經小組-不可

按外貌待人」 

十一． 7 月 11 日(一) 【放學時間：上午【放學時間：上午【放學時間：上午【放學時間：上午 11111111：：：：10101010（一至五年級）／下午（一至五年級）／下午（一至五年級）／下午（一至五年級）／下午 12121212：：：：50505050（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一至三年級休業禮，四至六年級依特別時間表上課。 

十二． 7 月 12 日(二) 【放學時間：上午【放學時間：上午【放學時間：上午【放學時間：上午 11111111：：：：10101010（（（（四、五四、五四、五四、五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1.四、五年級休業禮。一至三年級停課，六年級到獲派中學參加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 

2.家長義工茶敍於上午 11:30-下午 12:30 在舞蹈室進行。 

十三． 7 月 13 日(三) 1.家長日補假 

2. 70  位同學由 7 月 13 日(三)起上午 10:00-中午 12:00 參加「暑期英語工作坊」，為期十天， 

詳見通告。    

十四． 7 月 14 日(四)
至 

8 月 31 日(三) 
7 月 14 日至 8 月 31 日為暑假 

十五． 7 月 15 日(五)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於下午 1:30-3:00 在教會演講室進行「婦女小組-八福(六)」 

十六． 7 月 16 日(六) 1. 18 對親子參加於上午 9:30-11:30 在三樓電腦室參加「暑期親子電腦班-九方輸入法班」， 

詳見通告。 

2. 「為食奔 FUN 時光機」組員於上午 9:00-下午 2:00，外出參加「為食奔 FUN 時光機嘉

年華」，集合時間：上午 8:50，集合地點：1A 課室 

十七． 7 月 17 日(日) 1.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於下午 1:30-2:30 在音樂室 A 進行「使徒行傳查經小組- 教會 –烏

托邦/  想像共同體?」 

2. 油塘梁發紀念堂與本校合辦「英語學‧聖經樂」2011，時間: 下午 1:30-2:45  

(崇拜及午膳後) 

   對象: 30 名小一至小二同學 

       英文班 -  主題：顏色   導師: 鄧恩璇主任及盧苑玲老師 

       家長環節 – 福音電影及見證分享  主領:廖鳳姿宣教師 

十八． 7 月 24 日(日)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於下午 1:30-2:45 在教會演講室進行「豐盛生命(四)查經小組-彼此相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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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月        日  (2010/2011 第 83 號) 

      回條    

敬覆者：有關 貴校二零一一年七月五日之「七月份校長的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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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學號(   )學生                      (姓名) 
 

家長                                            (簽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