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通告                            (2011/2012 第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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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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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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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各位家長各位家長各位家長各位家長::::    
    
    二零一一年是辛亥革命百週年日子，而百年前辛亥革命之武昌起義是發生於十月份，因此二零一一年是辛亥革命百週年日子，而百年前辛亥革命之武昌起義是發生於十月份，因此二零一一年是辛亥革命百週年日子，而百年前辛亥革命之武昌起義是發生於十月份，因此二零一一年是辛亥革命百週年日子，而百年前辛亥革命之武昌起義是發生於十月份，因此在在在在

二零一一年十月紀念辛亥革命特具意義。二零一一年十月紀念辛亥革命特具意義。二零一一年十月紀念辛亥革命特具意義。二零一一年十月紀念辛亥革命特具意義。    

    
    一八七八年、十二歲的孫中山路經香港，一八八三年來港就學，一八八七年於香港西醫書院一八七八年、十二歲的孫中山路經香港，一八八三年來港就學，一八八七年於香港西醫書院一八七八年、十二歲的孫中山路經香港，一八八三年來港就學，一八八七年於香港西醫書院一八七八年、十二歲的孫中山路經香港，一八八三年來港就學，一八八七年於香港西醫書院

研讀醫科，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禮，也孕育了他的革命思想。他當時與研讀醫科，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禮，也孕育了他的革命思想。他當時與研讀醫科，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禮，也孕育了他的革命思想。他當時與研讀醫科，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禮，也孕育了他的革命思想。他當時與三三三三位同窗好友被譽為「四大位同窗好友被譽為「四大位同窗好友被譽為「四大位同窗好友被譽為「四大

寇」，他們寇」，他們寇」，他們寇」，他們提提提提倡改革中國社會，其後更成立興中會，投身革命救國的心志。而孫中山也是一位基倡改革中國社會，其後更成立興中會，投身革命救國的心志。而孫中山也是一位基倡改革中國社會，其後更成立興中會，投身革命救國的心志。而孫中山也是一位基倡改革中國社會，其後更成立興中會，投身革命救國的心志。而孫中山也是一位基

督徒，曾在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受洗，其後於道濟會督徒，曾在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受洗，其後於道濟會督徒，曾在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受洗，其後於道濟會督徒，曾在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受洗，其後於道濟會((((現現現現今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今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今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今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  )  )  )  )參加崇拜聚會，參加崇拜聚會，參加崇拜聚會，參加崇拜聚會，

可見他與本會關係十分密切。他以基督為學習榜樣，孫中山認為耶穌基督是捨己救人，革命也是可見他與本會關係十分密切。他以基督為學習榜樣，孫中山認為耶穌基督是捨己救人，革命也是可見他與本會關係十分密切。他以基督為學習榜樣，孫中山認為耶穌基督是捨己救人，革命也是可見他與本會關係十分密切。他以基督為學習榜樣，孫中山認為耶穌基督是捨己救人，革命也是

捨己救國。捨己救國。捨己救國。捨己救國。    

    
                            從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一年止，孫中山發動「十一次起義從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一年止，孫中山發動「十一次起義從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一年止，孫中山發動「十一次起義從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一年止，孫中山發動「十一次起義」其中一九一一年四月之黃花崗」其中一九一一年四月之黃花崗」其中一九一一年四月之黃花崗」其中一九一一年四月之黃花崗起起起起

義義義義最為大家熟悉，而一九一一年十月之武昌起義終於成功，全國十四省先後響應宣佈獨立，推翻最為大家熟悉，而一九一一年十月之武昌起義終於成功，全國十四省先後響應宣佈獨立，推翻最為大家熟悉，而一九一一年十月之武昌起義終於成功，全國十四省先後響應宣佈獨立，推翻最為大家熟悉，而一九一一年十月之武昌起義終於成功，全國十四省先後響應宣佈獨立，推翻

滿清王朝，建立新中國。但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政府後，深感當時之政治、經濟、民生各方面仍滿清王朝，建立新中國。但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政府後，深感當時之政治、經濟、民生各方面仍滿清王朝，建立新中國。但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政府後，深感當時之政治、經濟、民生各方面仍滿清王朝，建立新中國。但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政府後，深感當時之政治、經濟、民生各方面仍

需很多改革，因此他一九二五年臨終時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勉勵後人要繼續努力，需很多改革，因此他一九二五年臨終時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勉勵後人要繼續努力，需很多改革，因此他一九二五年臨終時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勉勵後人要繼續努力，需很多改革，因此他一九二五年臨終時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勉勵後人要繼續努力，

為國家盡上公民責任，以改進為國家盡上公民責任，以改進為國家盡上公民責任，以改進為國家盡上公民責任，以改進國家為己任。國家為己任。國家為己任。國家為己任。    

    
    各位同學，孫中山革命思想源自香港，各位同學生於香港、長於香港，真的要藉著辛亥革命各位同學，孫中山革命思想源自香港，各位同學生於香港、長於香港，真的要藉著辛亥革命各位同學，孫中山革命思想源自香港，各位同學生於香港、長於香港，真的要藉著辛亥革命各位同學，孫中山革命思想源自香港，各位同學生於香港、長於香港，真的要藉著辛亥革命

百周年歷史，百周年歷史，百周年歷史，百周年歷史，向先賢先齊學習，現在努力裝備自己，認識中國歷史文化，反省現在，面向先賢先齊學習，現在努力裝備自己，認識中國歷史文化，反省現在，面向先賢先齊學習，現在努力裝備自己，認識中國歷史文化，反省現在，面向先賢先齊學習，現在努力裝備自己，認識中國歷史文化，反省現在，面向將來，向將來，向將來，向將來，

為國家為國家為國家為國家未來未來未來未來、、、、社會獻出一分力量。社會獻出一分力量。社會獻出一分力量。社會獻出一分力量。    

    
另一方面，學校第一期測驗剛過去了，測驗就是一次小評估，評估是學生對過往學習的一另一方面，學校第一期測驗剛過去了，測驗就是一次小評估，評估是學生對過往學習的一另一方面，學校第一期測驗剛過去了，測驗就是一次小評估，評估是學生對過往學習的一另一方面，學校第一期測驗剛過去了，測驗就是一次小評估，評估是學生對過往學習的一個個個個

總結及檢視，老師們也會利用每次測考評估之成績，為學生進行拔尖保總結及檢視，老師們也會利用每次測考評估之成績，為學生進行拔尖保總結及檢視，老師們也會利用每次測考評估之成績，為學生進行拔尖保總結及檢視，老師們也會利用每次測考評估之成績，為學生進行拔尖保底工作。校長希望各家長底工作。校長希望各家長底工作。校長希望各家長底工作。校長希望各家長

也善用每一次評估，也善用每一次評估，也善用每一次評估，也善用每一次評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試卷，先試卷，先試卷，先試卷，先瀏瀏瀏瀏覽一次，覽一次，覽一次，覽一次，就子女表現較就子女表現較就子女表現較就子女表現較好好好好的項目的項目的項目的項目予以肯定稱讚，就算是微細予以肯定稱讚，就算是微細予以肯定稱讚，就算是微細予以肯定稱讚，就算是微細

的也不打緊，例如做完沒有遺漏，又或是字體端正，又的也不打緊，例如做完沒有遺漏，又或是字體端正，又的也不打緊，例如做完沒有遺漏，又或是字體端正，又的也不打緊，例如做完沒有遺漏，又或是字體端正，又或是小心作答，無論如何，找或是小心作答，無論如何，找或是小心作答，無論如何，找或是小心作答，無論如何，找出值得欣賞出值得欣賞出值得欣賞出值得欣賞

之處之處之處之處。這些好東西將會成為魔法石，在往後的考試再次出現。然後，再請學生自己找出兩三道錯。這些好東西將會成為魔法石，在往後的考試再次出現。然後，再請學生自己找出兩三道錯。這些好東西將會成為魔法石，在往後的考試再次出現。然後，再請學生自己找出兩三道錯。這些好東西將會成為魔法石，在往後的考試再次出現。然後，再請學生自己找出兩三道錯

處，思考一下當時作答的情況，又或是思想一下問題所在，最後再共同謀求改善的方法，下次針處，思考一下當時作答的情況，又或是思想一下問題所在，最後再共同謀求改善的方法，下次針處，思考一下當時作答的情況，又或是思想一下問題所在，最後再共同謀求改善的方法，下次針處，思考一下當時作答的情況，又或是思想一下問題所在，最後再共同謀求改善的方法，下次針

對這些項目再行實踐。這樣對這些項目再行實踐。這樣對這些項目再行實踐。這樣對這些項目再行實踐。這樣，每次學校之測考評估便更具意義及價值，學生面對試卷也不會單怕，每次學校之測考評估便更具意義及價值，學生面對試卷也不會單怕，每次學校之測考評估便更具意義及價值，學生面對試卷也不會單怕，每次學校之測考評估便更具意義及價值，學生面對試卷也不會單怕

不及不及不及不及格或低分格或低分格或低分格或低分，也不會把成績不好，也不會把成績不好，也不會把成績不好，也不會把成績不好歸咎於外因歸咎於外因歸咎於外因歸咎於外因，反而會反思自己要掌握的知識，反而會反思自己要掌握的知識，反而會反思自己要掌握的知識，反而會反思自己要掌握的知識及及及及能力達標了沒有，能力達標了沒有，能力達標了沒有，能力達標了沒有，

這才是學會學習的重要態度和技能。親愛的家長，就讓我們在這次測驗試試看這才是學會學習的重要態度和技能。親愛的家長，就讓我們在這次測驗試試看這才是學會學習的重要態度和技能。親愛的家長，就讓我們在這次測驗試試看這才是學會學習的重要態度和技能。親愛的家長，就讓我們在這次測驗試試看! ! ! ! 一起發掘評估的真一起發掘評估的真一起發掘評估的真一起發掘評估的真

正意義，讓學生從評估中獲得最大的效益，才是評估最終正意義，讓學生從評估中獲得最大的效益，才是評估最終正意義，讓學生從評估中獲得最大的效益，才是評估最終正意義，讓學生從評估中獲得最大的效益，才是評估最終目的，願我們彼此共勉。目的，願我們彼此共勉。目的，願我們彼此共勉。目的，願我們彼此共勉。    

＊＊＊＊    教育評議會於教育評議會於教育評議會於教育評議會於十月三十日於本校進行「十月三十日於本校進行「十月三十日於本校進行「十月三十日於本校進行「唐英年先生及唐英年先生及唐英年先生及唐英年先生及梁振英先生教育諮詢會」梁振英先生教育諮詢會」梁振英先生教育諮詢會」梁振英先生教育諮詢會」，，，，相片放於相片放於相片放於相片放於

學校網頁之「傳媒對本校的報導」，供各家長參考。學校網頁之「傳媒對本校的報導」，供各家長參考。學校網頁之「傳媒對本校的報導」，供各家長參考。學校網頁之「傳媒對本校的報導」，供各家長參考。                                                                                                                                                                            梁淑儀校長梁淑儀校長梁淑儀校長梁淑儀校長        啟啟啟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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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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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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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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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1212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111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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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書簿津貼和上網費津貼)和

“STA”(學生車船津貼)。 
    

保健訊息：保健訊息：保健訊息：保健訊息：    

1.校方已於 2011 年 10 月 18 日及 19 日向全校學生派發「學生健康服務檢查通知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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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將於 11 月 7 日派發「小一及小六學童接種疫苗同意書」，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學童注射組定於 

2011 年 12 月 2 日（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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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 
 

朗誦節比朗誦節比朗誦節比朗誦節比賽賽賽賽：：：：    

朗誦節比賽將於 11 月 14 日至 12 月 14 日期間舉行，請已報名參賽同學按參賽通知內的比賽日期、時間和地

點依時前往比賽。 

圖書圖書圖書圖書科訊息：科訊息：科訊息：科訊息：    

小一、二年級「多元閱讀」標語創作比賽，小三、四年級「多元閱讀」書籤設計比賽，小五、六年級「多元

閱讀」海報設計比賽將於 2011 年 11 月 11 日截止遞交作品。 
    

常識常識常識常識科訊息：科訊息：科訊息：科訊息：    

1.) 本年度常識科已安排學生參加由「我愛香港協會」主辦的「我愛香港兒童網」閱讀計劃，網站逢周一至

周五每天免費上載一篇品德教育或通識教育的文章以供五、六年級學生閱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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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予學生，敬希家長積極鼓勵學生參

與此閱讀計劃。 

2.) 「區會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活動──小學聯校問答比賽」校內比賽得獎名單： 

冠軍：5A 朱鎮饒   亞軍：6A 余柏慧、6E 李汶駿   季軍：5A 林港澤、5B 伍海華 
    

宗教科訊息：宗教科訊息：宗教科訊息：宗教科訊息：    

1.) 請家長踴躍參加由漢語聖經協會舉辦之朗誦比賽。 

2.) 一年級學生可報名參加本校與油塘梁發堂合辦之「英語學，聖經樂」課程，詳情留意教會單張。 
    

視藝視藝視藝視藝科訊息：科訊息：科訊息：科訊息：    

「區會紀念辛亥命百周年活動－小學聯校一、二年級填色比賽校內比賽」得獎名單： 

冠軍：1E 張少韻  亞軍：2D 徐敏芊  季軍：1F 吳兆聰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科訊息：科訊息：科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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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運動會因颱風關係改期，將於明年 2 月份舉行，詳情稍後公佈。 

2.) 九東小學校際遊戲比賽在 11 月 11 日於九龍灣運動場舉行，比賽時間稍後公佈。 

3.) 本會聯校運動會在 11 月 4 日(五)在九龍灣運動場舉行。 

4.) 足球校隊在 11 月份參加九東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5.) 男甲、女甲田徑接力校隊將於 11 月 23 日參加基順學校與才俊學校聯合舉辦友校接力賽。 

6.) 游泳校隊參加九東小學校際游泳比賽，得隊員家長到現場「打氣」，隊員的努力不懈，氣氛熱鬧，成績

躍進，期盼隊員繼續鍛煉，於 2012 年 2 月 24 日區會水運會，再展潛能。 

    
    

    
    
    

    



    

訓輔組訊息訓輔組訊息訓輔組訊息訓輔組訊息：：：：    

「盡責好學生」海報設計比賽獲獎名單：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冠軍 1F 王柏晴 2D 徐敏芊 3D 施俊龍 4B 林瑞傑 5B 黃靖嵐 6A 楊毓瑜 

亞軍 1B 馮可風 2F 羅子樂 3B 洪嘉恩 4D 陳建諮 5A 林港澤 6C 邵朗庭 

季軍 1A 鄭卓欣 2B 楊慧妍 3F 藍若天 4A 吳綺嬌 5D 李卓賢 6B 姚冠希 

優異 1B 鍾鸚籃 

1B 李采樺 

1B 戴楚迪 

1C 周健朗 

1C 謝子曈 

1D 劉子晴 

1D 胡啟進 

1E 陳楚嵐 

1F 李芷欣 

1F 蕭汶淇 

2A 鄺慧儀 

2A 王文澤 

2B 區穎姿 

2B 陳麒安 

2B 劉子悅 

2B 李家榮 

2B 王穎恩 

2C 陳凱琳 

2C 黃寶儀 

2D 曾思思 

3B 呂嘉傑 

3B 馬鎧潼 

3B 施佩希 

3C 張嘉怡 

3D 劉倩君 

3E 林洛賢 

3F 陳頌文 

3F 黎鈞沂 

3F 羅凱霖 

3F 羅寶儀 

4A 陳梓灝 

4A 張卓熙 

4A 陳青怡 

4A 李穎芝 

4A 黃思楹 

4B 區穎欣 

4E 黃曉琳 

4F 陳喜盈 

4F 張濼言 

4F 黃明惠 

5A 劉肇麟 

5A 湯欣悅 

5B 鄭綺韻 

5B 洪梓維 

5B 黃曼欣 

5D 陳惠權 

5D 許卓琳 

5D 丘翠瑩 

5F 姚止晴 

5F 戴梓軒 

6A 陳芷慧 

6A 鄭紫允 

6A 孔令瑜 

6A 李楚盈 

6A 施芷欣 

6A 洪芷晴 

6A 丘寶婷 

6B 趙凱晴 

6B 李子君 

6B 呂曉琳 

6B 宋巧兒 

6B 袁泳珊 

6C 吳嘉霖 

6F 曾健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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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社交新人類」小組於下午 3:00-4:00 在 1E 課室進行，對象為被推薦參加之五、六 

  年級同學。（活動日期：1/11、8/11、15/11、29/11、6/12、1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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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日期：1/11、8/11、15/11、6/12、13/12、

17/1、7/2、14/2、21/2、28/2、6/3、27/3) 

˙ 港澳小學生普通話水平測試應試培訓班於下午 3:05-4:35 在 5C 課室進行，詳見通告

內容。(上課日期：1/11、8/11、15/11、22/11、6/12、13/12、17/1、7/2、14/2、21/2、

28/2、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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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11、22/11、6/12、13/12) 

˙ 田徑擲項隊員於下午 3:05-4:05 在 1 號操場進行訓練 

˙ 游泳校隊常規訓練於下午 3:00-5:00 在德福德藝會室內溫水池進行訓練 

(1/11、8/11、29/11、6/12、13/12、17/1、7/2) 

二． 11 月 2 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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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往曹公潭戶 

 外康樂中心(下午 3:00 放學)，而五、六年級往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 (下午 3:00 放學)。 

三． 11 月 3 日(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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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愛小天使」義工獎賞活動－廸士尼樂園一天遊於上午 9:30 在 1A 課室集合，下

午 5:00 在學校解散。 

四． 11 月 4 日（五） ̇  五年級成長的天空組員於下午 3:00-4:00 在 6E 課室進行服務學習準備。 

˙ 五、六年級普通話集誦隊於下午 3:00-4:00 進行加時練習。 

(4/11、11/11、18/11、25/11、2/12)  

˙ 區會直屬小學聯合運動會於上午 9:00-下午 4:30 在九龍灣運動場進行， 田徑校隊於

上午 8:10 在視藝室集合，由老師帶領前往參加比賽，約下午 5:00 在本校大堂解散。 

˙ 多元智能課於第八、九節進行（日期：4/11、18/11、2/12、13/1） 

    
����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    

 
 
 
 



 
五． 11 月 5 日(六) ˙ 周六學藝班(兒童漫畫班、故事演說家、記憶力訓練班、花式跳繩班、水墨畫、圍

棋班)開始，上課日期：5/11-19/11、3/12-17/12 上午 10:00-11:15 共 6 節。 

˙ 籃球校隊於上午 9:00-10:30 前往高雷中學參加 40 周年校慶籃球射籃比賽。 

˙ 「家教會第五次會員大會暨第四屆常務委員選舉」於下午 2:30-5:15 在禮堂進行，

另講座主題「學習無爭執」由鄧藹霖小姐主講，歡迎各位家長出席。 

˙ 基法油塘話劇團校隊組員於上午 9:00-下午 12:30 在學生活動中心進行加時練習。 

(練習日期：5/11、12/11、3/12、10/12、17/12) 

六． 11 月 6 日(日) 油塘梁發堂「一針見血的福音 - 無安全感者的福音」 

(時間 : 下午 1:30-3:00)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七． 11 月 7 日(一) 派發「小一及小六學童接種疫苗同意書」 

八． 11 月 8 日(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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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A 班於上課時段由常識科老師帶領往孫中山紀念館參觀 

九． 11 月 9 日（三） ˙ 「社交小精兵」小組於下午 1:30-2:30 在視藝室進行活動，對象為被推薦參加一、

二年級同學。(9/11、16/11、23/11、30/11、7/12、14/12) 

˙ 「賽馬會 A PLUS 計劃」社交小組訓練於下午 2:35-3:35 在 1D 課室進行 

(9/11、16/11、23/11、30/11、7/12、14/12) 

˙ 5E 班於上課時段由常識科老師帶領往孫中山紀念館參觀在 2A 課室進行。 

˙ 書法特別訓練班於下午 3:35-4:35 在 2A 課室進行 

˙ 四至六年級週會，主題「辛亥革命百周年」 

˙ 三年級同學於成長課時段到學生活動中心參加「交通安全講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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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 

 培訓 

˙ 四年級英文集誦隊於下午 2:35-3:45 進行加時練習(9/11、16/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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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6/11、7/12、14/12/2011、4/1/2012) 

十． 11 月 10 日(四) ˙ 五年級成長的天空組員於下午 3:00-4:00 在 6E 課室進行輔助小組活動。 

˙ 「耐力小跳豆」小組於下午 3:00-4:00 在 1E 課室進行專注力訓練活動，對象為被推

薦參加之一、二年級同學。(10/11、17/11、24/11、1/12、8/12、15/12) 

˙ 語常會 2011 年推廣普通話活動-香港小學生中國語言文化增潤活動於下午 3:00-5:00

在 UG17 英語室進行。(日期：10/11、17/11、24/11、1/12、8/12、15/12、16/12) 

˙ 二年級 中文集誦隊於下午 3:05-4:05 進行加時練習(10/11、17/11、24/11) 

十一． 11 月 11 日(五) ˙ 六年級成長的天空組員於下午 2:00-6:30 在自然科學室參加「黑暗中對話」活動。 

˙ 上午 9:00-下午 1:00 於本校禮堂為已繳費之一至六年級同學注射流感疫苗第一針，

而 9/12 將為需要注射第二針或補注射之同學注射。 

˙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遊戲比賽於九龍灣運動場舉行，本校比賽時間待定，對象為已

報名參加之學生 

十二． 11 月 13 日(日) ˙ 已報名參加觀塘區中學巡禮 2011 之六年級家長及學生，於上午 8:15-下午 4:30 參

觀觀塘區中學(A-C 路線)。 

˙ 油塘梁發堂「豐盛生命(五)查經小組 - 信心與行為」 

         (時間 : 下午 1:30-2:45)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十三． 11 月 14 日(一) 5F 班於上課時段由常識科老師帶領往孫中山紀念館參觀 

十四． 11 月 15 日(二) ˙ 足球校隊於下午 6:00-9:15 前往旺角大球場觀賞國際足球友誼賽：香港青年代表隊 

對俄羅斯國家青年隊。 

˙ 5C 班於上課時段由常識科老師帶領往孫中山紀念館參觀 

十五． 11 月 16 日（三） ˙ 5B 班於上課時段由常識科老師帶領往孫中山紀念館參觀 

˙ 「賽馬會 A PLUS 計劃」家長支援組於下午 2:35-3:35 在 1E 課室進行，對象：社 

交小組組員之家長。(16/11、30/11、14/12) 

˙ 五年級學生及家長於下午 2:30-3:30 在禮堂舉行「五年級升中派位簡介會」，若家

長未能出席，學生亦需放學後留校出席升中派位簡介會。 

˙ 一至三年級週會 

˙ 部份五、六年級同學下午 1:15-3:30 於本校參加「世界數學測試」 

十六． 11 月 17 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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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1、1/12) 

 

 

 



 

十七． 11 月 18 日(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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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D 班於上課時段由常識科老師帶領往孫中山紀念館參觀 

˙ 油塘梁發堂「婦女小組」 

(時間 : 上午 9:30-11:00)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十八． 11 月 19 日(六) ˙ 「腦力與努力」家長講座於下午 2:30-4:00 在禮堂舉行，歡迎家長出席。 

˙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於上午 8:30-下午 12:15 前往觀塘社區中心參加『基礎環保章』 

講座 

十九． 11 月 20 日 (日) ˙ 已報名參加觀塘區中學巡禮 2011 之六年級家長及學生，於上午 8:15-下午 4:30 參

觀觀塘區中學(D-G 路線)。 

˙ 油塘梁發堂 

1.)一針見血的福音 - 飢貧者的福音   (時間 : 下午 1:30-3:00)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2.)使徒行傳查經小組 向前看，向後看——保羅講道多面睇 

           (時間 : 下午 1:30-2:30)  地點 : 舞蹈室 

3.) 英語學、聖經樂     對象: 基法油塘小一學生  (時間 : 下午 1:30-2:45)  

地點 : 1F 課室 

4.) 家長環節 –「成為 EQ 父母」家長講座   (時間 : 下午 1:30-2:45)  地點 : 音樂室 

二十． 11 月 21 日(五)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藝術大使截止遞交提名表格。 

二十一． 11 月 23 日（三） ˙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組員及其家長於下午 2:30-4:30 在 UG 學生活動中心進行迎新活

動及啟動禮。 

˙ 部份田徑代表隊於上午 11:30-下午 3:15 前往九龍仔公園參加基順學校與才俊學校

聯校陸運會之友校接力邀請賽。 

˙ 四至六年級周會主題：「寫作繪畫的天空」 

˙ 部份五、六年級同學下午 1:15-3:30 於本校參加「世界數學測試」 

二十二． 11 月 24 日、 

25 日、 

28 日及 29 日 

為六年級呈分試，詳情請留意日後通告。 

二十三． 11 月 27 日(日) ˙ 已報名參加觀塘區中學巡禮 2011 之六年級家長及學生，於上午 8:15-下午 4:30 參

觀觀塘區中學(H-M 路線)。 

˙ 油塘梁發堂 

1.) 豐盛生命(六)查經小組 - 神坐著為王 (時間 : 下午 1:30-2:45)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2.)英語學、聖經樂     對象: 基法小一學生  (時間 : 下午 1:30-2:45)  地點 : 1F 課室 

3.)家長環節 –「子女管教與壓力處理」家長講座 

                  (時間 : 下午 1:30-2:45)  地點 : 音樂室 

二十四． 11 月 30 日(三) ˙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組員於下午 2:30-3:45 在 4E 課室參加輔助小組活動。 

˙ 一至三年級周會主題：「上帝創造之海底世界一」 

二十五． 12 月 1 日(四) •  六年級學生及家長於下午 3:00-5:30 在禮堂出席「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簡介家長會」， 

若家長未能出席，學生亦需放學後留校出席家長會。 

• 本會學務部總監許俊炎先生在下午 1:30-3:00 來校為本校五、六年級家長講 

解新高中學制及評核制度。 

二十六． 12 月 2 日(五) 衛生署姑娘在禮堂為一、六年級注射「麻疹、流行性腮線炎及德國麻疹混合疫苗」及

為六年級注射「乙型肝炎疫苗」。 
 

請家長簽妥回條後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七日交回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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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號) 

       回條  

敬覆者：有關 貴校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四日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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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學號(   )學生                      (姓名) 
 
 

                                     家長                                            (簽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