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零 一 二 年 一 月 三 日 
    通告                           (2011/2012 第 42 號)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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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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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網頁校長網頁校長網頁校長網頁：：：：    
校長於周會主講「上帝創造之海底世界一」之潛水影片及相片，可按以下步驟進入學校網頁或進入網址瀏
覽： 進入學校網頁http://www.kfps.edu.hk → 管理與組織 → 校長的話 → 校長的個人主頁 → 上帝創造
的海底世界   或 網址 http://www.kfps.edu.hk/HP/principal/diving/album/index.html 
    
學生事務：學生事務：學生事務：學生事務：    
1.) 1 月 13 日（五）售賣下學期課本及補充，當天一年級學生家長當天一年級學生家長當天一年級學生家長當天一年級學生家長可選擇於早上 8:00-8:30 親自到校

替學生購買，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308:308:308:30 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至六年級學生至六年級學生至六年級學生至六年級學生於課堂時段按校方指示自行購買。 
2.) 1 月 16 日（一）售賣下學期字簿，學生需帶備字簿數量表及有關費用(請自備輔幣)，按校方指示 

購買全套字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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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已於 2011 年 12 月 2 日（五）到校為有需要之一、六年級同學
注射疫苗，同學之針咭暫由校方保管，待下學期第二次疫苗接種後才派回給同學。 

 
宗教宗教宗教宗教科科科科訊息訊息訊息訊息：：：：    
1. 漢語聖經協會朗誦範例音效檔已上載於宗教科網頁，請已報名參加者收聽及積極練習。 
2. 聖誕茶會小食比賽結果： 

 
    一一一一////二二二二    三三三三    四四四四    五五五五    六六六六    

冠軍 1F 盛希 3B 麥依愛 4B 周曉旻 5C 周慧琪 6A 陳凱晴 

亞軍 1D 陳思宇 3B 余卓彥 4A 陳梓灝 5C 蔡榕容 6B 繆思行 

季軍 1F 黃立信 3F 藍若天 / / 6B 宋巧兒 

優異 2A 吳曉楠 3D 鍾紀怡 / / 6B 葉倬昕 
常識常識常識常識科科科科訊息訊息訊息訊息：：：：    
環保活動「廢物分類回收雙周」－「基法環保之星」得獎名單： 
1D 陳思宇、1D 吳靄凝、2A 鍾灝倫、2B 王穎恩、3A 周紀彤、3B 鄭浚隆、3B 呂嘉傑、 
4A 盧蔚妍、4C 鄭駿豪、6B 林鍶渟、6B 繆思行、6B 袁浩軒、6C 王嘉穎 

    
圖書科圖書科圖書科圖書科訊息訊息訊息訊息：：：：    
1.) 十一月份閱讀之星：2B 王雅妍(閱讀數量 58 本)、5F 謝芷晴(閱讀數量 54 本) 
2.) 十一月份班際龍虎榜：高級組：冠軍 4A(借書量 286 本) 初級組：冠軍 2B(借書量 383 本) 

                    亞軍 5B(借書量 258 本)     亞軍 2D(借書量 223 本) 
                    季軍 4E(借書量 230 本)     季軍 1E(借書量 230 本) 

3.) 各項得獎名單：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 
一、二年級 
多元閱讀標語創作比賽 

1E 陳楚嵐 2A 王俊恒 1F 王柏晴 1A 董姉穎、1D 林希柏、 
1E 馮馨儀 

三、四年級 
多元閱讀書籤設計比賽 

3A 陳柳蓁 3B 余卓彥 3B 呂嘉傑 4A 黃思楹、4F 陳翠瑜、 
4A 陳梓灝 

五、六年級 
多元閱讀海報設計比賽 

6B 繆思行 6B 李子君 6D 劉思志 6A 丘寶婷、6A 鄭紫允、 
5A 湯婉兒 

 
體育科體育科體育科體育科訊息訊息訊息訊息：：：：    
以下是有關體育科比賽或訓練消息，詳情請留意日後有關項目之通告或向負責老師查詢：    
1.) 田徑校隊已於 12 月 16 日(五)參加在將軍澳運動場之九東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當天感謝幼童軍、

基督女少年軍、紅十字會及體育服務生擔任九東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大會服務生。 
2.) 羽毛球校隊將參加九東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3.) 部份獲校隊老師推薦的籃球校隊隊員將參加以下友校籃球賽： 

• 女子籃球隊將於 1 月 21 日(六)上午 10:00-下午 1:00 在牛池灣體育館與協恩中學附屬小學進行友
校籃球賽。 

• 女子籃球隊將於 1 月 31 日(二)下午於九龍灣體育館與德望小學進行友校籃球賽 
• 男女子籃球校隊將於 2 月份參加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為使隊員磨練技術，建立默契，本

校將於期考一後及農曆年期間安排時練習及練習賽，詳情參閱稍後派發通告，敬請安排時間出席。 
4.) 最具潛質運動員榜：十二月之星 5B  吳毅科(游泳校隊、籃球校隊) 

 
最近校外成績：最近校外成績：最近校外成績：最近校外成績：        

1.) 匯知盃小學三人籃球比賽，本校男子籃球校隊獲男子組季軍，隊員名單： 

 6B  梁振傑、6B  葉駿弘、6C  章樂弘、6F  葉子齊 

2.) 警務署舉辦之無毒人人愛－禁毒運動『分、分、FUN』男子 5 人籃球比賽獲優異獎，隊員名單： 

 5A 冼家融、5A 嚴正為、5B 曹兆恒、6A 梁柏賢、6B 梁振傑、6B 葉駿弘、6C 章樂弘、6F 葉子齊 

3.)香港學校朗誦節獲獎名單請見附頁。 

4.)6A 朱詠恩榮獲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獎 2012，並將於 1 月 29 日出席領袖才能工作坊。 

����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請見背頁���� 
  



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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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 日(日) 

及 1 月 2 日(一) 
• 新年及元旦補假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一針見血的福音 - 罪人的福音 (時間 : 下午 1:30-3:00)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二． 1 月 3 日(二) • 照常上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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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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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學期上課日期：4/1/2012，下學期上課日期請留意日後通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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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至六年級周會，主題「上帝創造之海底世界二」由周寶熙牧師主講。 

四． 1 月 5 日(四) 期考前，一至六年級上學時間如常，放學時間則提早在 11:10。 

五． 1 月 6 日(五)、 
9 日(一)、10 日
(二)及 11 日(三) 

一至五年級第一次考試，上課時間如常，放學時間則提早在 11:10。 

六． 1 月 6 日(五)、 
及 11 日(三) 

六年級依特別時間表上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上課時間如常，放學時
間則提早在 11:10。 

七． 1 月 7 日(六)及 
1 月 8 日(日) 

• 1 月 7 日(六)本校木笛組學生於下午 1:30-3:45 前往九龍灣德福廣場一期中央展覽場
演出。 

• 1 月 7 日(六)及 8 日(日)本校參與「2011 齊齊認識觀塘區學校」展覽，屆時有關學
校介紹展板於九龍灣德福花園露天廣場展出。 

• 1 月 8 日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豐盛生命(七)查經小組 - 試煉中的喜樂 (時間 : 下午 1:30-2:45)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八． 1 月 9 日(一)及 
10 日(二) 

六年級畢業營於麥理浩夫人度假村進行，詳情請留意日後通告。 

九． 1 月 11 日(三)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輔助小組於上午 11:15-下午 12:45 在 4E 課室進行活動。 

十． 1 月 12 日(四) 家長教師會於上午 9:00-11:30 在 LG 視藝室進行食品製作班－椰汁千層糕，
對象為本校 30 名家長。 

十一． １月 13 日(五)    • 光明書局於課堂時段到校售賣下學期書及補充。（上課時間內由學生購
買，一年級家長亦可在上午 8:00-8:30 親臨購買） 

• 五、六年級成長的天空於下午 3:00-4:30 在教會演講室進行結業分享會。 
• 多元智能課第八、九節進行 
• 家教會會議下午 4:00-6:00 於五樓會議室進行，請各委員預留時間出席。 

十二． 1 月 14 日(六)    六年級 4 位同學參加第 8 屆香港小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2011，詳情稍後公佈。 

十三． １月 15 日(日)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 一針見血的福音 - 擔憂世界前途者的福音  (時間 : 下午 1:30-3:00)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 使徒行傳查經小組 

世紀龍門陣——我和彼得、保羅有個約會 (時間 : 下午 1:30-2:30)  地點 : 音樂室 

十四． 1 月 16 日(一) 海興文教用品公司於課堂時段到校售賣下學期字簿，學生需帶備字簿數量表
及有關費用，按校方指示購買全套字簿。 

十五． 1 月 17 日(二) • 管樂團於下午 3:05-4:45 在禮堂進行訓練。  
(上課日期：17/1、7/2、14/2、21/2、28/2、6/3、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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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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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2、14/2、21/2、28/2、6/3) 

十六． 1 月 18 日(三) 中國舞高組於上午 11:30-4:00 到屯門大會堂參加第 48 屆學校舞蹈節 

十七． 1 月 18 日(三)至 
2 月 1 日(三) 

1 月 18 日(三)為區會教師發展日學生停課、1 月 19 日(四)至 31 日(二)為農
曆新年假期及 2 月 1 日(三)為家長日補假。 

十八． 1 月 19 日(四) 男子籃球隊 12 位同學上午 8:45-下午 4:45 前往廠商會中學參加第 9 屆廠商
會盃小學籃球邀請賽。 

十九． 1 月 20 日(五)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婦女小組   (時間 : 上午 9:30-11:00)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二十． 1 月 21 日(六) 女子籃球隊上午 10:00-下午 1:00 前往牛池灣體育館與協恩小學進行友校籃
球賽 

二十一． 1 月 22 日(日)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豐盛生命(七)查經小組 - 善行的榜樣  (時間 : 下午 1:30-2:45)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二十二． 1 月 29 日(日)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豐盛生命(七)查經小組 - 大有能力 (時間 : 下午 1:30-2:45)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二十三． 1 月 31 日(二) 女子籃球校隊於下午時段前往九龍灣體育館與德望小學進行友校籃球賽，詳
情請留意日後通告。 

二十四． 2 月 2 日(四) 照常上課 
  

 



2011-2012 第 63 屆朗誦節比賽(中文)成績名單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獲獎學生名單獲獎學生名單獲獎學生名單獲獎學生名單    

一、二年級-男子或女子集誦 亞軍 一、二年級集誦隊 
女子獨誦 (一年級) 季軍 1C 吳愷家           

女子獨誦 (三年級) 亞軍 3B 麥依愛           

女子獨誦 (四年級) 季軍 4B 劉楷悅           

女子獨誦 (五年級) 季軍 5B 黃綺琪           

女子獨誦 (一年級) 優良 1C 楊雅雯           

女子獨誦 (四年級) 優良 4F 張濼言 4C 黃敏晴 4D 陳建諮 4D 蘇穎琳     

女子獨誦 (五年級) 優良 5E 羅曉琳 5B 黃怡君 5B 鄭綺韻 5F 姚止晴     

女子獨誦 (五年級) 良好 5E 伍可盈 5D 丘翠瑩 5D 黃子豫 5B 黎嘉沂 5B 卓穎妍 5F 吳惠雪 

女子獨誦 (六年級) 優良 6E 林洛瑤 6E 陳咏珊 6E 鄭芊禾 6B 陳希為     

女子獨誦 (六年級) 良好 6B 李子君 6B 曾福澄 6B 繆思行       

男子獨誦 (四年級) 優良 4B 鍾銘輝           

男子獨誦 (五年級) 優良 5F 王子天 5F 周嘉豐 5F 麥穎軒       

男子獨誦 (六年級) 良好 6B 梁柏軒           

基督教經文朗誦 (四至六年級) 良好 6C 王嘉穎 6C 麥詠瑤 6C 邵朗庭       

基督教經文朗誦 (四至六年級) 優良 6C 黃惠瑩 6C 楊唯琛 6C 章樂弘 6C 黎詩惠     
 

2011-2012 第 63 屆朗誦節比賽(普通話)成績名單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獲獎學生名單獲獎學生名單獲獎學生名單獲獎學生名單    

五、六年級-男子或女子集誦 優良 五、六年級集誦隊 
男子獨誦 (五、六年級) 冠軍 6A 陳澤禧             
女子獨誦 (三、四年級) 季軍 3A 陳柳蓁             
女子獨誦 (五、六年級) 季軍 5B 藍凱欣             
女子獨誦 (一、二年級) 優良 2B 馮逸馨 2B 郭晞彤 2B 林芊芊 2B 王雅妍 
女子獨誦 (三、四年級) 優良 3B 李明玉 4B 劉楷悅         
女子獨誦 (五、六年級) 優良 5F 陳綺贇 6B 黃富程         
女子獨誦 (五、六年級) 優良 5B 李美淇 5B 黃曼欣         
女子獨誦 (五、六年級) 良好 5A 趙素儀 6B 蔡慧怡         
男子獨誦 (五、六年級) 良好 6A 劉楷皓 6A 黃仁浩 5A 嚴正為     

 
2011-2012 第 63 屆朗誦節比賽(英文)成績名單 

項項項項目目目目    獲獎學生名單獲獎學生名單獲獎學生名單獲獎學生名單    

Boys and/or Girls Harmonic 
Choral Speaking (P.3 & 4) 

亞軍 P.4 Harmonic Choral Speaking 

Boys Solo Verse Speaking (P.5) 亞軍 5A 陳昊楊                 

Girls Solo Verse Speaking (P.3) 季軍 3A 周紀彤                 

Girls Solo Verse Speaking (P.1 & 2) 優良 2B 鄭芷穎 2B 林芊芊 1F 張詠瑜 1F 王柏晴     

Girls Solo Verse Speaking (P.3) 優良 3D 劉倩君                 

Girls Solo Verse Speaking (P.3) 優良 3A 黃曉華 3D 鍾紀怡             

Girls Solo Verse Speaking (P.4) 優良 4A 吳綺嬌 4A 藍菀茜 4B 黃姬華 4B  陳曉彤 

Girls Solo Verse Speaking (P.4) 優良 4C 章曉霖 4C 魏詩敏 4C 黃敏晴     

Girls Solo Verse Speaking (P.5) 優良 5B 黃怡君 5A 王紫滢 5B 鍾凱欣 5C 陳卓琳 5F 陳綺贇 

Girls Solo Verse Speaking (P.6) 優良 6A 鍾潁詩 6A 朱詠恩 6A 吳昕霖 6C 李萃翹 6C 陳幸怡 

Girls Solo Verse Speaking (P.4) 良好 4C 翁愷彤           

Boys Solo Verse Speaking (P.1 & 2) 優良 1F 陳汶聰 1F 張家豪             

Boys Solo Verse Speaking (P.5) 優良 5A 冼家融                 

Boys Solo Verse Speaking (P.6) 優良 6A 陳澤禧 6C 黃應發 6C 陳皓暉         

Boys Solo Verse Speaking (P.5) 良好 5A 李晉賢         

請家長簽妥回條後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五日交回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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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一二年  月        日  (2011/2012 第 42 號) 

       回條  
敬覆者：有關 貴校二零一二年一月三日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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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