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通告                          (2011/2012 第 38 號)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月份月份月份月份校長的話及校長的話及校長的話及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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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聖誕節又快到了，聖誕節期間，我們都喜歡互相餽贈禮物，究竟我們作為父母的，聖誕節又快到了，聖誕節期間，我們都喜歡互相餽贈禮物，究竟我們作為父母的，聖誕節又快到了，聖誕節期間，我們都喜歡互相餽贈禮物，究竟我們作為父母的，聖誕節又快到了，聖誕節期間，我們都喜歡互相餽贈禮物，究竟我們作為父母的，

送些甚麼禮物給孩子才好呢送些甚麼禮物給孩子才好呢送些甚麼禮物給孩子才好呢送些甚麼禮物給孩子才好呢????    

    

    最新讀到一個有關家庭治療的調查，研究孩子在父母爭執時的生理反應，發現最新讀到一個有關家庭治療的調查，研究孩子在父母爭執時的生理反應，發現最新讀到一個有關家庭治療的調查，研究孩子在父母爭執時的生理反應，發現最新讀到一個有關家庭治療的調查，研究孩子在父母爭執時的生理反應，發現

當父母互相指責時，孩子的生理反應當父母互相指責時，孩子的生理反應當父母互相指責時，孩子的生理反應當父母互相指責時，孩子的生理反應((((心跳率、手汗、皮膚收縮及血液循環心跳率、手汗、皮膚收縮及血液循環心跳率、手汗、皮膚收縮及血液循環心跳率、手汗、皮膚收縮及血液循環))))就會大就會大就會大就會大

幅度地升高。引伸而言，再想一想，是什麼幅度地升高。引伸而言，再想一想，是什麼幅度地升高。引伸而言，再想一想，是什麼幅度地升高。引伸而言，再想一想，是什麼禮物使孩子真正得益禮物使孩子真正得益禮物使孩子真正得益禮物使孩子真正得益? ? ? ? 從研究反映，家從研究反映，家從研究反映，家從研究反映，家

庭所能提供的「安全感」和父母間所表露的「愛」，或許是父母所能給孩子的最好庭所能提供的「安全感」和父母間所表露的「愛」，或許是父母所能給孩子的最好庭所能提供的「安全感」和父母間所表露的「愛」，或許是父母所能給孩子的最好庭所能提供的「安全感」和父母間所表露的「愛」，或許是父母所能給孩子的最好

禮物。禮物。禮物。禮物。    

    

    現今社會雖富裕，但價值紛亂，在以經濟近乎是唯一發展關注的現實中，貧富現今社會雖富裕，但價值紛亂，在以經濟近乎是唯一發展關注的現實中，貧富現今社會雖富裕，但價值紛亂，在以經濟近乎是唯一發展關注的現實中，貧富現今社會雖富裕，但價值紛亂，在以經濟近乎是唯一發展關注的現實中，貧富

差距，爭逐資源，令人心不安。學校教育為孩子所能做的，除了基礎知識和能力的差距，爭逐資源，令人心不安。學校教育為孩子所能做的，除了基礎知識和能力的差距，爭逐資源，令人心不安。學校教育為孩子所能做的，除了基礎知識和能力的差距，爭逐資源，令人心不安。學校教育為孩子所能做的，除了基礎知識和能力的

培育外，更需要為他們裝備「靈活處事的適應力」、「真誠表達的溝通力」、「自培育外，更需要為他們裝備「靈活處事的適應力」、「真誠表達的溝通力」、「自培育外，更需要為他們裝備「靈活處事的適應力」、「真誠表達的溝通力」、「自培育外，更需要為他們裝備「靈活處事的適應力」、「真誠表達的溝通力」、「自

主學習的上進力」來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環境，使其擁有「不會過期」的生存能力。主學習的上進力」來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環境，使其擁有「不會過期」的生存能力。主學習的上進力」來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環境，使其擁有「不會過期」的生存能力。主學習的上進力」來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環境，使其擁有「不會過期」的生存能力。

但更重要的可是生活之道，我們的學校教育是希望讓孩子感受上帝創造的美，在主但更重要的可是生活之道，我們的學校教育是希望讓孩子感受上帝創造的美，在主但更重要的可是生活之道，我們的學校教育是希望讓孩子感受上帝創造的美，在主但更重要的可是生活之道，我們的學校教育是希望讓孩子感受上帝創造的美，在主

耶穌的真理中「耶穌的真理中「耶穌的真理中「耶穌的真理中「勤學修德遵主訓，明理勤學修德遵主訓，明理勤學修德遵主訓，明理勤學修德遵主訓，明理展才達社群展才達社群展才達社群展才達社群」，希望孩子在跟隨基督腳步時，」，希望孩子在跟隨基督腳步時，」，希望孩子在跟隨基督腳步時，」，希望孩子在跟隨基督腳步時，

能釋出良善的心火，造福別人，創造他們個別不同的豐盛生命。學校的全人教育及能釋出良善的心火，造福別人，創造他們個別不同的豐盛生命。學校的全人教育及能釋出良善的心火，造福別人，創造他們個別不同的豐盛生命。學校的全人教育及能釋出良善的心火，造福別人，創造他們個別不同的豐盛生命。學校的全人教育及

福音教育，就是學校最想給孩子的禮物。福音教育，就是學校最想給孩子的禮物。福音教育，就是學校最想給孩子的禮物。福音教育，就是學校最想給孩子的禮物。    

    

    願父母與學校同心攜手，為學生預備一份既豐富又終身受用的禮物。願父母與學校同心攜手，為學生預備一份既豐富又終身受用的禮物。願父母與學校同心攜手，為學生預備一份既豐富又終身受用的禮物。願父母與學校同心攜手，為學生預備一份既豐富又終身受用的禮物。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晴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哥林多前書 2 章 9 節 

    

    

梁淑儀梁淑儀梁淑儀梁淑儀    校長謹啟校長謹啟校長謹啟校長謹啟    
 
 
 
 

����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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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冊上其他通知。 
    
學校近況學校近況學校近況學校近況    
 

特別上課安排：特別上課安排：特別上課安排：特別上課安排：    

• 12 月 16 日（五）為一至三年級科技日，當日一至三年級學生依平日上學時間返校，並依特別時間

表參加科技活動，中午 12 時放學；四至六年級停課，田徑代表隊隊員出席九東運動會，部份教師擔

任大會裁判及工作人員。 

• 12 月 20 日(二)學生依平日上學時間返校，參加聖誕崇拜及班慶祝會，提早在上午 11 時 10 分放學。

本校支持環保觸覺舉辦之「綠色聖誕學校 2011」活動，於聖誕聯歡時間使用環保餐具及減少浪費食

物。參加聖誕綜合表演學生留校參加綵排，下午三時放學。 

學生事務訊息：學生事務訊息：學生事務訊息：學生事務訊息：    

由 12 月 1 日（星期四）起，全體同學正式換上冬季校服。服飾要求詳見學生手冊第 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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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 2011 年 12 月 2 日（五）到校為有需的小一及個別有需要的小六學

童接種痳疹、流行性腮腺炎及德國痳疹混合疫苗，並為個別有需要的小六學童接種乙型肝炎疫苗。 
 

奧數精英班訊奧數精英班訊奧數精英班訊奧數精英班訊息：息：息：息：    

因 12 月 17 日導師需帶領六年級同學出席全港十八區(觀塘區)小學數學比賽，故 12 月 17 日五年級及六

年級的課堂將改期至 2012 年 1 月 21 日(星期六)舉行，時間不變。 
 

音樂科音樂科音樂科音樂科訊息：訊息：訊息：訊息：    

12 月 6 日(二)音樂科活動：「香港管弦樂團音樂會」將有 50 位六年級同學於上午 10:00-11:00 到文化

中心欣賞音樂會，參加同學於上午 8:30 集合出發(依平日時間返校)，約正午 12:00 前回校，回校後將繼

續上課。 
．  

圖書科訊息：圖書科訊息：圖書科訊息：圖書科訊息：    

1. 十月份閱讀之星： 2B 周洛誼(51 本圖書)、6A 袁瑞傑(49 本圖書) 

2. 十月份班際龍虎榜：高級組：冠軍 6A(237 本圖書)     初級組：冠軍 2B(445 本圖書) 

 亞軍 5B(231 本圖書)         亞軍 2C(215 本圖書) 

季軍 4B(182 本圖書)         季軍 3A(211 本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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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聖誕節假期開辦： 

籃球訓練班（28/12-30/12 下午 2:00-4:00）及足球訓練班（28/12-31/12 上午 10:00-中午 12:00） 

2. 田徑隊 12 月 16 日將參加九東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地點為將軍澳運動場，詳情見稍後通告。 

3. 九東小學校際游泳比賽成績，見附頁。 

4.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直屬小學聯合陸運會得獎成績，見附頁。 

5. 6C 章樂弘、6D 張峻豪、6E 袁旻雋及 5C 周俊禧於 11 月 19 日(六)在維多利亞公園網球場參加

第一屆全港小學校際網球比賽。 

6. 十一月之星：5A 嚴正為（田徑校隊、游泳校隊、男子籃球校隊） 
 

宗教科宗教科宗教科宗教科訊訊訊訊息息息息    

1. 第十八屆聖經朗誦節的誦材範讀音效檔於 2011 年 12 月 19 日上載學校網頁的宗教科欄內，凡

參加者可自行網上聆聽。 

2. 聖誕節美食設計作品收集箱設在校內大堂，截止日期為 2011 年 12 月 10 日，請踴躍參加。 

3. 家長及同學欲送聖誕卡給親友以表心意，可考慮送聖誕 e-card。參考網址：www.123greatings.com 

4. 聖誕午間敬拜會訂於 12 月 9 日和 12 月 16 日午間活動時段進行，歡迎學生參加。    

5. 基督女少年在 12 月 2 日探訪老人中心。    
    

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資訊科技科訊息科訊息科訊息科訊息    

三至六年級同學在 12 月 5 日至 9 日於小息或午間活動時段將進行英文打字比賽。 
 

常識常識常識常識科訊息科訊息科訊息科訊息    

無綫電視兒童科學節目「問問 Master Joe」在本校進行拍攝，本校學生吳昕霖(6A)、陳幸怡(6C)及黃綺琪(5B)

參與演出，節目將於 3-12-2011（六）下午 4:30 在翡翠台播放。 
  
最近獲獎訊息最近獲獎訊息最近獲獎訊息最近獲獎訊息    

本校一、二年級中文散文集誦隊及四年級英文集誦隊參加第 63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分別獲得亞軍。 
    



  
十二月份家長備忘十二月份家長備忘十二月份家長備忘十二月份家長備忘        
一． 12 月 1 日(四) • 正式更換冬季校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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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年級學生及家長於下午 3:00-5:30 在禮堂參加「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簡介家長會」及

到課室聽校友介紹中學，若家長未能出席，學生亦需放學後留校出席家長會及校友

分享環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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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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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12、15/12、16/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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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12、13/12) 

二． 12 月 2 日(五) •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學童注射組到校為有需的小一及個別有需要的小六學童接種

痳疹、流行性腮腺炎及德國痳疹混合疫苗，並為個別有需要的小六學童接種乙型肝

炎疫苗。 

• 小五成長的天空組員於下午 3:00-5:15 前往油塘區探訪獨居長者。 

• 家長義工於上午 10:00-中午 12:00 在視藝室進行「家家關懷獻社區」攤位遊戲籌備會

議。 

• 五、六年級普通話集誦隊於下午 3:00-4:00 進行加時練習。 

• 多元智能課於第八、九節進行（日期：2/12、13/1） 

• 女子籃球隊於下午 2:30-4:00 在本校籃球場與德望學校女子籃球隊進行友校籃球賽。 

• 基督女少年軍於多元智能時段(2:00-4:00)到宣道會油塘油麗邨長者鄰舍中心探訪與

長者進行預祝聖誕，祝福鄰近社區。 

三． 12 月 3 日(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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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0/12、17/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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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日期：3/12、10/12、17/12 上午 10:00-11:15  

• 五、六年級普通話集誦隊於下午 1:00-3:00（比賽時間為下午 2:00）前往包美達社

區中心禮堂參加 63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之校際比賽，學生請在禮堂集合。 

• 男子籃球隊部份隊員於上午 8:00-下午 1:00 在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參加「無毒人人

愛-禁毒運動分‧分‧fun」男子 5 人籃球賽。 

四． 12 月 4 日(日)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 一針見血的福音 - 憂慮者的福音 (時間 : 下午 1:30-3:00)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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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長環節 –「培養快樂積極的孩子」家長講座  

  (時間 : 下午 1:30-2:45)  地點 : 音樂室 

五． 12 月 5 日(一)

至 9 日(五) 

• 三至六年級同學在小息或午間活動時段將進行英文打字比賽 

• (5/12-18/12)福音讚頌雙週，在課前播放聖誕音樂，(9/12、16/12)午間作聖誕音樂敬

拜。 

六． 12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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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13/12) 

• 50 位六年級學生於課堂時段(上午 8:30-中午 12:00)前往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參加

音樂科學習活動－香港管弦樂團音樂會，學生依正常上學時間，音樂會完結後將

繼續上課。 

• 管樂團於下午 3:05-4:45 在禮堂進行訓練。 (上課日期：6/12、13/12、17/1、7/2、14/2、

21/2、28/2、6/3、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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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1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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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13/12、1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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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12 月 7 日(三) • 四至六年級周會「上帝創造之海底世界一」 

• 已入選一年級家長於下午 1:15-1:30 在 UG 英語室參加「家長親身體驗課堂」簡介

會。 

• 一年級學生家長於下午 1:35-2:30 在 UG 教會演講室參加「提昇孩子英語能力」家

長講座(第二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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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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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14/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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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14/12/2011、4/1/2012) 

• 12 月 7 日至 8 日，部份五年級學生將參加同根同心－歷史名人與國家發展(中山 2

天) 

八． 12 月 9 日(五) • 上午 9:00-下午 1:00 於本校舞蹈室為已繳費之同學注射流感疫苗(第二針或補注射) 

• 9/12、16/12 午間活動時段將進行聖誕午間敬拜會，歡迎學生參加。 

• 已參加同根同心－嶺南藝術文化交流團： 

－學生於下午 4:05-6:30 在 LG 視藝室進行分組及專題研習訓練 

－學生及家長於下午 6:30-7:30 在 UG 學生活動中心進行介會 

九． 12 月 10 日(六) • 聖誕節美食設計比賽截止遞交作品 

• 部份男、女子籃球隊隊員於上午 8:30-下午 2:00 往滙知中學參加滙知盃小學三人籃

球比賽。 

十． 12 月 11 日(日)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 豐盛生命(七)查經小組 - 不要憂愁(時間 : 下午 1:30-3:00)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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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長環節 –「與子女溝通，處理憤怒」家長講座 

   (時間 : 下午 1:30-2:45)  地點 : 音樂室 

十一． 12 月 13 日(二) 1A 學生於課堂時段前往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動物園)，當天需穿著整齊運動校服回校。 

十二． 12 月 14 日(三) • 一至三年級周會「上帝創造之海底世界二」 

• 1A 四位入選家長於上午 8:15-9:40 在 UG 英語室參加家長親身體驗課堂。 

• 1D 四位入選家長於上午 9:45-11:10 在 UG 英語室參加家長親身體驗課堂。 

• 1C 四位入選家長於上午 11:10-下午 12:35 在 UG 英語室參加家長親身體驗課堂。 

• 1D 學生於課堂時段前往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動物園)，當天需穿著整齊運動校服

回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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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參加者之家長。 

• 已參加同根同心－歷史名人與國家發展(中山 2 天)交流活動之學生，於下午

2:30-3:45 在自然科學室參加小組分享會。 

• 12 月 14 日至 16 日，部份六年級學生將參加同根同心－嶺南藝術文化交流團(廣州

3 天) 

十三.． 12 月 15 日(四) • 上學期小三英語增潤課、輔導及加強輔導最後上課天 

• 1F 四位入選家長於上午 8:15-9:40 在 UG 英語室參加家長親身體驗課堂。 

• 1B 四位入選家長於上午 9:45-11:10 在 UG 英語室參加家長親身體驗課堂。 

• 1E 四位入選家長於上午 11:10-下午 12:35 在 UG 英語室參加家長親身體驗課堂。 

十四.． 12 月 16 日(五) • 一至三年級在上午進行科技日活動，中午 12 時放學，四至六年級停課。 

• 本校田徑隊員參加九東田徑運動會。 

十五.． 12 月 17 日(六) • 全港十八區（觀塘區）小學數學比賽，時間：上午 9:00-正午 12:00，地點為中華

基督教會基智中學禮堂，請參與同學自行前往比賽場地。 

• 星期六五年級及六年級奧數精英班暫停，將改期至 2012 年 1 月 21 日(星期六)舉

行，時間不變。 

• 12 對親子義工於下午 1:40-7:30 前往瑪嘉烈戴麟趾紅十字學校參加「家家關懷獻社

區」攤位活動 

• 家長教師會於上午 9:30-11:30 在電腦室進行聖誕假期親子電腦班 

十六.． 12 月 18 日(日)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 一針見血的福音 - 自卑者的福音 (時間 : 下午 1:30-3:00)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 使徒行傳查經小組- 福音果子——談判的籌碼 

(時間 : 下午 1:30-2:30)  地點 : 音樂室 

親子美食班: 聖誕美食齊齊煮 (時間 : 下午 1:30-2:45)  地點 : 舞蹈室 

   



 

 

十七.． 12 月 19 日(一) • 1E 學生於課堂時段前往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動物園)，當天需穿著整齊運動校服

回校。 

十八.． 12 月 20 日(二) 祝誕及聖誕聯歡，學生上課時間如常，放學時間學生上課時間如常，放學時間學生上課時間如常，放學時間學生上課時間如常，放學時間::::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1011:1011:1011:10，表演學生放學時間:下午

3:00。學生需穿整齊運動校服回校，不用帶功課及課本。 

十.九.． 12 月 21 日(三) • 聖誕綜合表演 

第一場：下午 3:30-5:30 

        四至六年級學生必須出席，並穿整齊校服回校。設校車服務(只限平日乘校車 

之學生)及歸程隊，家長需携帶入場券出席。 

第二場：晚上 7:00-9:00 

        一至三年級可自由出席(需穿整齊校服)，學生及家長需擕帶入場券回校。 

【家長勿讓一至三年級子女獨自回校欣賞表演】 

• 表演生上學時間下午 1:00-9:00，不設校車服務，請家長自行安排接送事宜。 

• 儀仗隊上學時間下午 6:00-9:15，需穿著整齊制服及戴帽回校。 

• 小四成長的天空小組活動於下午 1:30-2:45 在視藝室進行小組活動 

二十.． 12 月 22 日（四）

至 1 月 2 日(一) 

聖誕及新年假期 

二十一． 12 月 22 日(四)、 

23 日(五) 

六年級奧林匹克數學(精英)培訓班於上午 9:00-正午 12:00 在 2A 課室進行假期培訓。 

聖誕節課外活動- 二十二． 12 月 22 日(四) 

至 31 日(六) 男子足球班 

日期:12 月 28 日至 31 日 

時間:上午 10:00-中午 12:00 

地點:本校籃球場 

籃球班 

日期:12 月 28 日至 30 日 

時間:下午 2:00-4:00 

地點:本校籃球場 

速成輸入法進修班 

日期:12 月 22 日、23 日 

時間:上午 9:30-11:00 

地點:2/F 電腦室) 

二十三.． 12 月 25 日(日)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 聖誕崇拜及兒童祝誕聚會  (時間 : 上午 11:00-12:15)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 下午祝誕聚會 (時間 : 下午 1:45-3:00)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二十四.． 12 月 30 日(五) 
部份男女子籃球隊隊員於下午2:00-5:30往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參加華山盃三人籃

球賽 

二十五． 1 月 3 日(二) 照常上課 

二十六． 1 月 4 日(三) 已參加同根同心－嶺南藝術文化交流團(廣州 3 天)交流團之學生，於下午 1:25-2:25 在

自然科學室參加小組分享會。 

 
請家長簽妥回條後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日交回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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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號) 
       回條 
敬覆者：有關 貴校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一日之「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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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油塘油塘油塘) 

2011-2012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得獎成績九龍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得獎成績九龍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得獎成績九龍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得獎成績 
 

組別 項目 班別 姓名 成績 組別 項目 班別 姓名 成績 

女甲 50m 自由泳 6A 朱詠恩 季軍 女乙 50m 蝶泳 5A 陳彥蓉 第七名 

女甲 100m 自由泳 6A 朱詠恩 殿軍 女乙 50m 自由泳 5A 陳彥蓉 第九名 

6C 杜咏玲 4A 黃彥䕒 

6D 陸曉彤 4C 麥愷殷 

6B 姚冠希 5A 陳彥蓉 

6A 朱詠恩 5B 鍾凱欣 

女甲 4x50 自由接力 

6B 李心枏 

第六名 女乙 團體總成績 

5D 丘翠瑩 

第十名 

女甲 50m 自由泳 6C 杜咏玲 第八名 男乙 50m 蛙泳 5A 嚴正為 亞軍 

女甲 50m 背泳 6C 杜咏玲 第八名 男乙 100m 自由泳 5B 吳毅科 季軍 

女甲 100m 蛙泳 6B 李心枏 第九名 男乙 50m 背泳 5B 吳毅科 季軍 

女甲 50m 蛙泳 6B 李心枏 第十名 男乙 50m 蝶泳 5A 嚴正為 第五名 

6A 朱詠恩 5A 嚴正為 

6B 李心枏 4E 陸俊熙 

6B 姚冠希 5B 江明翰 

6C 杜咏玲 

男乙 4x50 自由接力 

5B 吳毅科 

第十名 
女甲 團體總成績 

6D 陸曉彤 

第七名 

4E 陸俊熙 

5D 丘翠瑩 5A 嚴正為 

4C 麥愷殷 5B 江明翰 

5B 鍾凱欣 5B 吳毅科 

4A 黃彥䕒 

男乙 團體總成績 

5B 麥浩智 

殿軍 

女乙 4x50 自由接力 

5A 陳彥蓉 

第七名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油塘油塘油塘) 

2011-2012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區會田徑校際比賽得獎成績區會田徑校際比賽得獎成績區會田徑校際比賽得獎成績區會田徑校際比賽得獎成績 
 

組別 項目 班別 姓名 成績 組別 項目 班別 姓名 成績 

男甲 擲壘球 6C 方子熙 冠軍 女甲 跳遠 6C 陳幸怡 第五名 

男甲 200m 6C 黃鉑雄 第八名 女甲 100m 6A 鄭紫允 第六名 

男乙 跳高 5A 嚴正為 冠軍 女乙 跳高 5A 歐陽紀婷 季軍 

5D 陳惠權 女乙 擲木球 5B 黎嘉沂 第七名 

5B 黃譽 女乙 跳遠 5F 洪婉程 第八名 

5D 蕭栢熙 女丙 60m 4D 方思淇 冠軍 

5D 陳歷橋 4F 陳翠瑜 

男乙 4 × 100 接力 

5F 司徒子煌 

第七名 

4D 麥卓瑤 

4B 蔡子傑 4D 方思淇 

4E 陳東升 4A 吳綺嬌 

4C 袁偉斌 

女丙 4 × 100 接力 

4A 張美靈 

第五名 

4A 張卓熙 女丙 100m 4A 張美靈 第七名 

男丙 接力 

4D 梁健曦 

第五名 

女丙 擲木球 4D 戴紫君 第八名 

男丙 100m 4D 梁健曦 第八名  

    

附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