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月 四 日  
    通告                            (2011/2012 第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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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勤「勤「勤學修德遵主訓，明理展才達社群。」學修德遵主訓，明理展才達社群。」學修德遵主訓，明理展才達社群。」學修德遵主訓，明理展才達社群。」    

 

各位家長各位家長各位家長各位家長::::    

    

    學校三年發展計劃已進入第二年了，本學校三年發展計劃已進入第二年了，本學校三年發展計劃已進入第二年了，本學校三年發展計劃已進入第二年了，本年集中於提升學生學業成績，加強品德培養及藉著對年集中於提升學生學業成績，加強品德培養及藉著對年集中於提升學生學業成績，加強品德培養及藉著對年集中於提升學生學業成績，加強品德培養及藉著對

外溝通交流，開闊學生思維視野。外溝通交流，開闊學生思維視野。外溝通交流，開闊學生思維視野。外溝通交流，開闊學生思維視野。    

    

    本本本本年年年年度計劃第一個度計劃第一個度計劃第一個度計劃第一個重點重點重點重點為為為為提升學生學習及老師提升學生學習及老師提升學生學習及老師提升學生學習及老師優化優化優化優化教學教學教學教學。為讓學生在小學階段鞏固學業。為讓學生在小學階段鞏固學業。為讓學生在小學階段鞏固學業。為讓學生在小學階段鞏固學業基基基基

礎，礎，礎，礎，考獲心儀中學外，學校更希望考獲心儀中學外，學校更希望考獲心儀中學外，學校更希望考獲心儀中學外，學校更希望學生能配合中學學制及教育改革要求，提升自學能力。因此學學生能配合中學學制及教育改革要求，提升自學能力。因此學學生能配合中學學制及教育改革要求，提升自學能力。因此學學生能配合中學學制及教育改革要求，提升自學能力。因此學

校利用各科課堂小冊、網上學習、合作學習、讓我高飛獎勵計劃及自學校利用各科課堂小冊、網上學習、合作學習、讓我高飛獎勵計劃及自學校利用各科課堂小冊、網上學習、合作學習、讓我高飛獎勵計劃及自學校利用各科課堂小冊、網上學習、合作學習、讓我高飛獎勵計劃及自學筆記提升學生學習筆記提升學生學習筆記提升學生學習筆記提升學生學習。而本。而本。而本。而本

年度各主科將會教年度各主科將會教年度各主科將會教年度各主科將會教授授授授學生四個自學策略，務求學生在不同科目利用相關策略學習，養學生四個自學策略，務求學生在不同科目利用相關策略學習，養學生四個自學策略，務求學生在不同科目利用相關策略學習，養學生四個自學策略，務求學生在不同科目利用相關策略學習，養成自主自學成自主自學成自主自學成自主自學

的的的的學習學習學習學習態度態度態度態度。。。。另一方面為加強學生升中適應能力，中文科另一方面為加強學生升中適應能力，中文科另一方面為加強學生升中適應能力，中文科另一方面為加強學生升中適應能力，中文科高年級增潤與中學銜接元素、數學科加高年級增潤與中學銜接元素、數學科加高年級增潤與中學銜接元素、數學科加高年級增潤與中學銜接元素、數學科加

入英文數入英文數入英文數入英文數訓練、常識科透過各級專題研習訓練、常識科透過各級專題研習訓練、常識科透過各級專題研習訓練、常識科透過各級專題研習((((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香港遊蹤、四年級香港遊蹤、四年級香港遊蹤、四年級香港遊蹤、四年級----中國傳統節目、五年級孫中中國傳統節目、五年級孫中中國傳統節目、五年級孫中中國傳統節目、五年級孫中

山先生與辛亥革命、六年級山先生與辛亥革命、六年級山先生與辛亥革命、六年級山先生與辛亥革命、六年級----環境污染環境污染環境污染環境污染))))以配合中學之通識教育。以配合中學之通識教育。以配合中學之通識教育。以配合中學之通識教育。    

        

    而為了而為了而為了而為了優化優化優化優化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本年度老師將分組備課，為各，本年度老師將分組備課，為各，本年度老師將分組備課，為各，本年度老師將分組備課，為各主主主主科不同課題科不同課題科不同課題科不同課題商討交流，商討交流，商討交流，商討交流，擬定教學設計擬定教學設計擬定教學設計擬定教學設計等，等，等，等，

期望能優化每一課堂的教學。而期望能優化每一課堂的教學。而期望能優化每一課堂的教學。而期望能優化每一課堂的教學。而各各各各主科主科主科主科更引入專家支援更引入專家支援更引入專家支援更引入專家支援((((見後頁見後頁見後頁見後頁))))，讓老師透過專業指導及學習圈，，讓老師透過專業指導及學習圈，，讓老師透過專業指導及學習圈，，讓老師透過專業指導及學習圈，

與外界進行之公開課及示範課與外界進行之公開課及示範課與外界進行之公開課及示範課與外界進行之公開課及示範課堂堂堂堂活動活動活動活動等等等等提升教學素質。提升教學素質。提升教學素質。提升教學素質。    

    

                            而學校也會密切關而學校也會密切關而學校也會密切關而學校也會密切關注學生成績表現，於公開試及注學生成績表現，於公開試及注學生成績表現，於公開試及注學生成績表現，於公開試及測考後檢測考後檢測考後檢測考後檢視視視視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表現表現表現表現，並作出相應措施協助，並作出相應措施協助，並作出相應措施協助，並作出相應措施協助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整體整體整體整體達標。達標。達標。達標。    

        

                            在學生品行方面，本年度尤以學生在學生品行方面，本年度尤以學生在學生品行方面，本年度尤以學生在學生品行方面，本年度尤以學生盡責盡責盡責盡責，，，，守規守規守規守規及及及及儀容儀容儀容儀容整潔為關注項目，希望學生整潔為關注項目，希望學生整潔為關注項目，希望學生整潔為關注項目，希望學生在上述三方在上述三方在上述三方在上述三方

面面面面有良好表現。而學有良好表現。而學有良好表現。而學有良好表現。而學校校校校之訓育組、輔導組、宗教科、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健康校園組、環保校園之訓育組、輔導組、宗教科、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健康校園組、環保校園之訓育組、輔導組、宗教科、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健康校園組、環保校園之訓育組、輔導組、宗教科、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健康校園組、環保校園

組及家長教育會作出相應配合組及家長教育會作出相應配合組及家長教育會作出相應配合組及家長教育會作出相應配合，詳情見有關通告，詳情見有關通告，詳情見有關通告，詳情見有關通告。。。。    

    

                            在對外交流方面，在對外交流方面，在對外交流方面，在對外交流方面，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將邀請專家到將邀請專家到將邀請專家到將邀請專家到校主講周會及講座，以強化學生通識。而本年度也有三校主講周會及講座，以強化學生通識。而本年度也有三校主講周會及講座，以強化學生通識。而本年度也有三校主講周會及講座，以強化學生通識。而本年度也有三

個境外交流活動供高年級學生參加，重點是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個境外交流活動供高年級學生參加，重點是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個境外交流活動供高年級學生參加，重點是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個境外交流活動供高年級學生參加，重點是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讓學生探討中國歷史名讓學生探討中國歷史名讓學生探討中國歷史名讓學生探討中國歷史名人及人人及人人及人人及人

文國情，希望學生珍惜機會踴躍參加。本年度三個外遊分文國情，希望學生珍惜機會踴躍參加。本年度三個外遊分文國情，希望學生珍惜機會踴躍參加。本年度三個外遊分文國情，希望學生珍惜機會踴躍參加。本年度三個外遊分別如下﹕別如下﹕別如下﹕別如下﹕    

    

----    教育局資教育局資教育局資教育局資助助助助「同根同心「同根同心「同根同心「同根同心----香港學生內地交流計劃」香港學生內地交流計劃」香港學生內地交流計劃」香港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2011201120112011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7777、、、、8888 日日日日))))五年級四十名同學由老師帶領往中山，探討歷史名人與國家發展。五年級四十名同學由老師帶領往中山，探討歷史名人與國家發展。五年級四十名同學由老師帶領往中山，探討歷史名人與國家發展。五年級四十名同學由老師帶領往中山，探討歷史名人與國家發展。    

((((2011201120112011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4141414 至至至至 16161616 日日日日))))六年級四十名同學由老師帶領往廣州六年級四十名同學由老師帶領往廣州六年級四十名同學由老師帶領往廣州六年級四十名同學由老師帶領往廣州和佛山和佛山和佛山和佛山，，，，認識和欣賞嶺南文認識和欣賞嶺南文認識和欣賞嶺南文認識和欣賞嶺南文

化藝術化藝術化藝術化藝術。。。。    

----    教育局國民教育支援計劃資助「赤子情教育局國民教育支援計劃資助「赤子情教育局國民教育支援計劃資助「赤子情教育局國民教育支援計劃資助「赤子情    中國心」計劃中國心」計劃中國心」計劃中國心」計劃    

((((2012201220122012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3333 至至至至 7777 日日日日))))五年級三十六名同學由老師帶領往廣州、武漢五年級三十六名同學由老師帶領往廣州、武漢五年級三十六名同學由老師帶領往廣州、武漢五年級三十六名同學由老師帶領往廣州、武漢，，，，參觀與辛革命有關參觀與辛革命有關參觀與辛革命有關參觀與辛革命有關

之古蹟及認識辛之古蹟及認識辛之古蹟及認識辛之古蹟及認識辛亥亥亥亥革命的意義。革命的意義。革命的意義。革命的意義。    

    

                            學校發展計劃成功與否，學校發展計劃成功與否，學校發展計劃成功與否，學校發展計劃成功與否，實有賴學生師生參與。實有賴學生師生參與。實有賴學生師生參與。實有賴學生師生參與。相信學生會感到學校之功課增多了，功相信學生會感到學校之功課增多了，功相信學生會感到學校之功課增多了，功相信學生會感到學校之功課增多了，功課加課加課加課加

強強強強對學生思維訓練，挑戰性高了，對學生思維訓練，挑戰性高了，對學生思維訓練，挑戰性高了，對學生思維訓練，挑戰性高了，為了為了為了為了培養學生面對將來學習需要，並養成終身學習態度，現在培養學生面對將來學習需要，並養成終身學習態度，現在培養學生面對將來學習需要，並養成終身學習態度，現在培養學生面對將來學習需要，並養成終身學習態度，現在

的努力是值得的。我們留意到學生無論在學業，品行上都有所進步，家長及教師努力的努力是值得的。我們留意到學生無論在學業，品行上都有所進步，家長及教師努力的努力是值得的。我們留意到學生無論在學業，品行上都有所進步，家長及教師努力的努力是值得的。我們留意到學生無論在學業，品行上都有所進步，家長及教師努力沒有白費，沒有白費，沒有白費，沒有白費，

希望在學期新開始，學校上下一心向著目標邁進，彼此共勉。希望在學期新開始，學校上下一心向著目標邁進，彼此共勉。希望在學期新開始，學校上下一心向著目標邁進，彼此共勉。希望在學期新開始，學校上下一心向著目標邁進，彼此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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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01120112011----2012201220122012 年度校務計劃書年度校務計劃書年度校務計劃書年度校務計劃書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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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I)利用利用利用利用小班教學優小班教學優小班教學優小班教學優勢、勢、勢、勢、提高提高提高提高學生自學能力，提升學業水平學生自學能力，提升學業水平學生自學能力，提升學業水平學生自學能力，提升學業水平    

1/1/1/1/    持續優化課堂小冊持續優化課堂小冊持續優化課堂小冊持續優化課堂小冊    

        2/ 2/ 2/ 2/     強化學生自學策略強化學生自學策略強化學生自學策略強化學生自學策略    

3/3/3/3/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發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發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發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發展    

4/4/4/4/    落實中小銜接政策落實中小銜接政策落實中小銜接政策落實中小銜接政策    

5555    優化課堂教學設計與同儕觀課優化課堂教學設計與同儕觀課優化課堂教學設計與同儕觀課優化課堂教學設計與同儕觀課    

6/ 6/ 6/ 6/     跨學科協作形式進行專題研習跨學科協作形式進行專題研習跨學科協作形式進行專題研習跨學科協作形式進行專題研習    

7/ 7/ 7/ 7/     引入校外專業支援，提升教學素引入校外專業支援，提升教學素引入校外專業支援，提升教學素引入校外專業支援，提升教學素質質質質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    

— 中文校本支援計劃中文校本支援計劃中文校本支援計劃中文校本支援計劃((((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    

— 觀塘區「優質語文學習圈」觀塘區「優質語文學習圈」觀塘區「優質語文學習圈」觀塘區「優質語文學習圈」((((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    

— 普教中第三年計劃普教中第三年計劃普教中第三年計劃普教中第三年計劃    

— EEEE---- Learning  Learning  Learning  Learning 普通話普通話普通話普通話((((試用教材試用教材試用教材試用教材))))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 PLPRPLPRPLPRPLPR----W(W(W(W(一至三年班一至三年班一至三年班一至三年班))))    

— 提升小學英語水平津貼計劃提升小學英語水平津貼計劃提升小學英語水平津貼計劃提升小學英語水平津貼計劃((((四至六年班四至六年班四至六年班四至六年班))))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 學習圈學習圈學習圈學習圈    

常識常識常識常識    

— EEEE----Learning (Learning (Learning (Learning (常識設計兩常識設計兩常識設計兩常識設計兩個教材個教材個教材個教材與與與與聯校分享聯校分享聯校分享聯校分享及及及及使使使使用用用用))))    

    

(II) (II) (II) (II) 照顧學生個別差異，讓學生按個別能力學習。照顧學生個別差異，讓學生按個別能力學習。照顧學生個別差異，讓學生按個別能力學習。照顧學生個別差異，讓學生按個別能力學習。    

1/ 1/ 1/ 1/ 落實橫向課程調適以照顧不同學生之需要落實橫向課程調適以照顧不同學生之需要落實橫向課程調適以照顧不同學生之需要落實橫向課程調適以照顧不同學生之需要    

2/2/2/2/    利用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撥款，學習支援津貼，照顧不同學生學習之需要。利用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撥款，學習支援津貼，照顧不同學生學習之需要。利用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撥款，學習支援津貼，照顧不同學生學習之需要。利用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撥款，學習支援津貼，照顧不同學生學習之需要。    

3/ 3/ 3/ 3/ 關愛基金的關愛基金的關愛基金的關愛基金的運運運運用用用用    

    

(III) (III) (III) (III) 加強評估各科組工作之效能，落實執行各政策，以達預期目標。加強評估各科組工作之效能，落實執行各政策，以達預期目標。加強評估各科組工作之效能，落實執行各政策，以達預期目標。加強評估各科組工作之效能，落實執行各政策，以達預期目標。    

        1/ 1/ 1/ 1/ 加強賦權予各科科主任及副科主任，以執行科目之領導職能。加強賦權予各科科主任及副科主任，以執行科目之領導職能。加強賦權予各科科主任及副科主任，以執行科目之領導職能。加強賦權予各科科主任及副科主任，以執行科目之領導職能。    

2/ 2/ 2/ 2/ 深化科務發展小組之縱向聯繫功能，以檢視各級之課程及學生成績表現。深化科務發展小組之縱向聯繫功能，以檢視各級之課程及學生成績表現。深化科務發展小組之縱向聯繫功能，以檢視各級之課程及學生成績表現。深化科務發展小組之縱向聯繫功能，以檢視各級之課程及學生成績表現。    

3/ 3/ 3/ 3/ 分析及跟進各級分析及跟進各級分析及跟進各級分析及跟進各級測考結果及成績測考結果及成績測考結果及成績測考結果及成績((((促進學習評估促進學習評估促進學習評估促進學習評估))))，協助學生整體達標。，協助學生整體達標。，協助學生整體達標。，協助學生整體達標。    

    

((((二二二二)))) 提高學生品行表現，尤以提高學生品行表現，尤以提高學生品行表現，尤以提高學生品行表現，尤以盡責盡責盡責盡責、、、、守規守規守規守規、、、、儀容儀容儀容儀容整潔等方面有良好的表現。整潔等方面有良好的表現。整潔等方面有良好的表現。整潔等方面有良好的表現。    

訓育組、輔導組、宗教科、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健康校園組、環保校園組、家長教育共同訓育組、輔導組、宗教科、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健康校園組、環保校園組、家長教育共同訓育組、輔導組、宗教科、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健康校園組、環保校園組、家長教育共同訓育組、輔導組、宗教科、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健康校園組、環保校園組、家長教育共同

參與。參與。參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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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1/ 加強中層培訓、副校長培訓、改善學校行政架構及工作分配加強中層培訓、副校長培訓、改善學校行政架構及工作分配加強中層培訓、副校長培訓、改善學校行政架構及工作分配加強中層培訓、副校長培訓、改善學校行政架構及工作分配    

2/ 2/ 2/ 2/ 訂立教師專業發展策略訂立教師專業發展策略訂立教師專業發展策略訂立教師專業發展策略    

3/3/3/3/    參參參參加加加加「知識管理與小學發展」計劃「知識管理與小學發展」計劃「知識管理與小學發展」計劃「知識管理與小學發展」計劃    

((((有系統儲存有系統儲存有系統儲存有系統儲存各科組文件、教學設計、測考檢討、校史各科組文件、教學設計、測考檢討、校史各科組文件、教學設計、測考檢討、校史各科組文件、教學設計、測考檢討、校史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4/ 4/ 4/ 4/ 參與辛亥革命活動交流及參觀活動參與辛亥革命活動交流及參觀活動參與辛亥革命活動交流及參觀活動參與辛亥革命活動交流及參觀活動    

5/ 5/ 5/ 5/ 引入校外專業支援、引入校外專業支援、引入校外專業支援、引入校外專業支援、校外培訓、提升教學及行政素質校外培訓、提升教學及行政素質校外培訓、提升教學及行政素質校外培訓、提升教學及行政素質    

6/ 6/ 6/ 6/ 與堂會、校友會、家教會保持溝通聯繫，支援學校發展，培學生學行與堂會、校友會、家教會保持溝通聯繫，支援學校發展，培學生學行與堂會、校友會、家教會保持溝通聯繫，支援學校發展，培學生學行與堂會、校友會、家教會保持溝通聯繫，支援學校發展，培學生學行    

7/ 7/ 7/ 7/ 校外專家主講周會及講座，網上交流學習，強化學生通識學習。校外專家主講周會及講座，網上交流學習，強化學生通識學習。校外專家主講周會及講座，網上交流學習，強化學生通識學習。校外專家主講周會及講座，網上交流學習，強化學生通識學習。    

    

【＊【＊【＊【＊詳細詳細詳細詳細實實實實施計施計施計施計劃劃劃劃可瀏覽可瀏覽可瀏覽可瀏覽 2011201120112011----2012201220122012 校務計劃書】校務計劃書】校務計劃書】校務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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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賀楊靜舜主任、恭賀楊靜舜主任、恭賀楊靜舜主任、恭賀楊靜舜主任、余詠娟老師獲敬師運動委員會頒發表揚狀。余詠娟老師獲敬師運動委員會頒發表揚狀。余詠娟老師獲敬師運動委員會頒發表揚狀。余詠娟老師獲敬師運動委員會頒發表揚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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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010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24242424 日日日日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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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驗測驗測驗測驗日日日日期及科目期及科目期及科目期及科目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10 月 21 日（五）  中文、數學 

10 月 24 日（一）  英文、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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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四至四至四至

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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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至六年級拼音測驗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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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驗範圍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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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為未能為未能為未能為其他學生其他學生其他學生其他學生提供服務提供服務提供服務提供服務。。。。 
 

上學期專題研習課及多元智能課程訊息：（逢上學期專題研習課及多元智能課程訊息：（逢上學期專題研習課及多元智能課程訊息：（逢上學期專題研習課及多元智能課程訊息：（逢星期五第星期五第星期五第星期五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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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資料。    

三至六年級專題研習課上課日期：7/10、28/10、11/11、25/11、9/12/2011 

  一至六年級多元智能課上課日期：14/10、4/11、18/11、2/12/2011、13/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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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擬於 2011 年 12 月 2 日(五)到校為為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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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午膳環保午膳環保午膳環保午膳：：：：    

本校為響應健康環保的膳食政策，獲環保基金撥款，已順利於校內加建廚房。四至六年級學生於 

10 月正式開始新午膳方式（家長仍可選擇送飯或學生自備午膳，送飯方式不變），一至三年級學生一至三年級學生一至三年級學生一至三年級學生 

則將於則將於則將於則將於 11111111 月開始月開始月開始月開始新午膳方式新午膳方式新午膳方式新午膳方式。有關新午膳方式詳情如下： 
 

1. 學生於課室午膳。 

2. 蔬菜和五穀類食物將在學校的廚房即日烹煮。 

3. 每天午膳皆有兩餸一菜一飯，學生可加添新鮮蔬菜及五穀。 

4. 食物放在環保餐盤分發給學生。用膳後，餐盆回收後在學校的廚房裡徹底清洗。 

5. 學生每天必需自備餐具，用膳後把餐具帶回家清洗。 
    

家長教師會訊息：家長教師會訊息：家長教師會訊息：家長教師會訊息：    

1.  邀請各家長參選第四屆家長常委選舉。第五次會員大會及選舉日期：11 月 5 日（六）下午 2：30 

(詳情見有關通告) 

2.  第五次會員大會家長講座 

講題：「學習無爭執」        講者：「鄧藹霖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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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    
    

    

    



圖書科訊息：圖書科訊息：圖書科訊息：圖書科訊息：    

1.  學生於 10 月份將收到「閱讀先鋒獎勵計劃記錄冊」，請各家長鼓勵貴子弟按時完成有關「任務」 

2.  10 月份將舉行以下比賽： 小一、二「多元閱讀」標語創作比賽 

小三、四「多元閱讀」書籤設計比賽 

                                   小五、六「多元閱讀」海報設計比賽 

請留意有關比賽章程 

 

中文科訊息：中文科訊息：中文科訊息：中文科訊息：    

1.「每日一篇」網上閱讀計劃，10 月 3 日正式開始，請家長鼓勵貴子弟積極參與。 

2. 三至六年級同學參加「2011 正字大行動」，找出日常接觸文媒體的錯字，培養學生寫正字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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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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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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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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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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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日期：11 月 11 日，地點：九 

龍灣運動場 

˙ 田徑校隊之訓練將於 10 月份開始，隊員將參加區會運動會，比賽日期：11 月 4 日，地點：九龍 

灣運動場 

˙ 游泳校隊上學期訓練及九東游泳比賽賽前特訓已開始，地點：德福德藝會室內溫水池 

˙ 部份游泳校隊隊員將被推薦參加九東小學校際游泳比賽，比賽日期：10 月 26 日，地點：九龍公 

   園游泳池 

˙ 足球校隊將參加九東小學校際足球比賽，比賽將於 11 月份舉行，地點：觀塘秀雅道足球場 

˙ 部份足球校隊隊員將參加全港小學五人足球賽，地點：荃灣沙咀道足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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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31 日舉行，同學由 9 月 21 日起可向音樂科老師領 

取報名表，截止報名日期為 2011 年 10 月 10 日（一），請於 10 月 10 日前把報名表填妥後連報名費 

用（交現金或支票）交音樂科老師轉交黃詩敏老師。 
    

宗教科訊息：宗教科訊息：宗教科訊息：宗教科訊息：    

1.) 本組會按月分派免費號角、彩虹號外與各家庭閱覽 

2.) 油塘梁發堂招收十一月份「一年級英語學聖經樂」學員，由本校英語老師依課程剪裁設計四個 

周日課程，特別適合一年級學生，並於周日返校上課，費用全免，有意參加者請留意教會單張。 

3.)  10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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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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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繆思行同學於觀塘區學校聯會舉辦的「觀塘區優秀學生獎勵計劃」中獲選為觀塘區優 

   秀學生。 

2.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西畫組獲奬名單： 

 季軍：5B 黃靖嵐 

   入圍：4B 陳劭晢、4B 趙凱蕎、4C 翁愷彤、4F 呂婉婷、5E 吳綺琦 

3.由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香港)舉辦 2011「地球村」繪畫比賽獲獎名單： 

   二等獎：3A 呂曉溢 

   三等獎：2A 鄭明傑 

   優異獎：6A 李楚盈、6C 鄭明僖、6F 袁浩榮 

4.5B 吳毅科在全港分齡賽第三組長池 9-10 歲組獲 50 米背泳第五名、100 米自由泳第五名 

5.本校校友一向在中學學業及課外活動表現出色，學校經常收到中學的表揚信，現將最近收到的信息 

與同學及家長分享： 

• 2009 年畢業生胡佩雯同學在聖安當書院 2010/11 年度中二級列首十名之內。 

• 2009 年畢業生凌凱楓同學及郭佳詩同學在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0/11 年度分別獲 

中二級全級第 3 名及第 5 名 

• 2006 年畢業生葉凱恒同學在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2010/11 年度獲中五級全級第一名， 

並獲侯寶垣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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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國慶日假期 

二． 10 月 2 日（日） � 油塘梁發堂六周年堂慶崇拜: 

講員: 陸輝牧師(伯特利神學院院長)  上午 11:00 

感恩見證及話劇聚會(下午 1:45-3:00) 地點: 教會演講室  

三． 10 月 3 日(一) ˙  一年級同學開始用八達通登記出席 

˙  『琉璃書舍』圖書館開始開放，各班進館時段請查閱通告。 

˙  二樓電腦室(3-10-2011 至 31-5-2012) 

開放時間: 上午 9:40-10:00(逢一、三、五)  

˙  3/10-7/10 辛亥革命常識問答比賽 

四． 10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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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第二輪

校車。 

五． 10 月 5 日(三) 重陽節假期 

六． 10 月 6 日(四) � 專題研習開始 

� 6A 上課時段內由常識科老師帶領參觀環保園 

� 小五成長的天空於下午 3:00-4:00 在 5B 參加輔助小組 

� 中文集誦隊於下午 3:05-4:05 在 UG 英語室進行訓練 

    （訓練日期：6/10、13/10、27/10、10/11、17/11、24/11） 

七． 10 月 7 日(五) � 6C 上課時段內由常識科老師帶領參觀環保園 

� 田徑校隊訓練，詳見通告： 「設有第二輪校車放學」 

  - 跳遠(7/10,14/10,28/10,31/10)下午 3:05-4:05 地點: 2 號操場 

 - 跳高(10/10,17/10,24/10,27/10)下午 3:05-4:05 地點: 2 號操場 

- 擲項((11/10,18/10,25/10,1/11)下午 3:05-4:05 地點: 1 號操場 

- 徑賽(7/10,14/10,28/10)下午 3:05-4:35 地點: 籃球場「不設第二輪校車放學」 

八． 10 月 8 日(六) ˙  「好的開始」家長講座於下午 2:30-4:30 在禮堂舉行，對象為一年級學生家長。 

˙  五年級成長的天空組員上午 9:15 於 1F 集合，在赤柱沙灘進行戶外訓練，下午

4:30 在學校解散。 

九． 10 月 9 日(日) 油塘梁發堂「豐盛生命(五)查經小組 – 常在神的愛中」 

下午 1:30-2:45 地點: 教會演講室 

十． 10 月 10 日(一) ˙  截止報名參加第 64 屆音樂節各項比賽，詳情請留意通告。 

˙  6D 上課時段內由常識科老師帶領參觀環保園 

十一． 10 月 12 日(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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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日期：12/10、19/10、26/10、9/11、16/11、7/12、14/12/2011、4/1/2012) 

˙ 派發上學期課後加油站「取錄通知」、周六學藝班「取錄上課及繳費通知」。 

˙ 「觀塘倡健學校計劃」項目–「健怡大使培訓課程」於下午 2:35-3:35 在 4F 課室進行 

        (12/10、19/10、26/10、9/11、16/11 ) 

˙ 話劇校隊(12/10 起)下午 3:30-5:00 留校進行練習，詳見通告 

˙ 少棒興趣班(12/10-4/1 共 10 堂)下午 2:30-3:45 於籃球場進行，對象：一、二年級已 

 被取錄同學(平日乘校車同學可乘第二輪校車) 

˙ 6E 上課時段內由常識科老師帶領參觀環保園 

˙ 社交小組訓練於下午 2:35-3:35 在 1D 課室進行，對象為被推薦參加之一至三年級同

學(12/10、19/10、26/10、9/11、16/11、23/11、30/11、7/12、14/12) 

十二． 10 月 13 日(四) 6B 上課時段內由常識科老師帶領參觀環保園 

����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    

 
 
 
 
 
 
 
 
 
 
 
 



十三． 10 月 14 日（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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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F 上課時段內由常識科老師帶領參觀環保園 

˙ 基督女少年軍多元智能時段繳交訂購制服費用 

˙ 多元智能課開始（日期：14/10、4/11、18/11、2/12、13/1） 

˙ 小六成長的天空組員於下午 3:00-4:00 在 6D 課室參加輔助小組 

(日期：14/10 及 28/10) 

˙ 普通話集誦於下午 3:00-4:00 進行加時練習 

       (14/10、28/10、4/11、11/11、18/11、25/11、2/12) 

十四． 10 月 15 日(六) ˙ 43 位同學由老師帶領參觀孫中山先生圖片展覽 

˙ 小四成長的天空簡介會於下午 2:30-3:30 在 UG 學生活動中心舉行，對象為被挑選參

加之「成長的天空」組員及其家長。 

十五． 10 月 16 日(日) 油塘梁發堂 

「一針見血的福音-虛空者的福音」下午 1:30-3:00 教會演講室進行 

「使徒行傳查經小組-向前看，向後看-保羅講道多面睇」下午 1:30-2:30 音樂室進行 

十六． 10 月 19 日(三) � 四至六年級週會，主題「Reading Programme 網上學習平台示範」。 

� 英文集誦隊於下午 2:35-3:45 在禮堂進行練習 

(訓練日期:19/10、26/10、9/11、16/11) 

十七． 10 月 21 日(五) � 油塘梁發堂 - 「婦女小組」上午 9:30-11:00 於教會演講室進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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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10 月 23 日(日) 油塘梁發堂 - 「豐盛生命(六)查經小組-憑著信心求」下午 1:30-2:45 於教會演講室進行 

十九． 10 月 24 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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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6 日(三) � 九東水運會，詳情見稍後發出通告。 

� 一至三年級週會，主題「寫作繪畫的天空」。 

二十一. 10 月 27 日(四) 家教會下午 4:00 進行會議，請有關委員預留時間出席。 

二十二． 10 月 28 日(五) 辛亥革命紀念活動，10 名學生出席頒獎禮，常識問答比賽及中國舞表演。 

二十三． 10 月 29 日(六) 小六成長的天空組員於上午 9:15-下午 4:30 在西貢巿中心進行戶外訓練，詳見稍後發出

之通告 

二十四． 10 月 30 日(日) 油塘梁發堂 - 「豐盛生命(六)查經小組-不憑著眼見」下午 1:30-2:45 於教會演講室進行 

二十五． 10 月 31 日(一) ˙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區本計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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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團校董會第一次會議於晚上 6:00-8:00 在五樓會議室進行，請各委員預留時間出

席。 

二十六． 11 月 1 日(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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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管樂團於下午 3：05-4：45 在禮堂進行訓練（訓練日期：1/11、8/11、15/11、  

  6/12、13/12、17/1、7/2、14/2、21/2、28/2、6/3、27/3） 

請家長簽妥回條後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七日交回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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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一一年  月        日  (2011/2012 第 22 號) 

              回條  
敬覆者：有關 貴校二零一一年十月四日之「十月份給家長的信及家長需留意事項通告」
內容已知悉。 
 
 並知悉於並知悉於並知悉於並知悉於十月二十十月二十十月二十十月二十一一一一日（日（日（日（五五五五）及）及）及）及十月十月十月十月二十四二十四二十四二十四日（日（日（日（一一一一）進行第一次測驗）進行第一次測驗）進行第一次測驗）進行第一次測驗。。。。    
（放學時間為上午 11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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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主任請於 10 月 7 日(五)把回條交回班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