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零 一 二 年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通告                             (2012/2013 第 37 號)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十二月份家長需留意事項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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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上課安排： 

 12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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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三）聖誕節崇拜，全體學生於上午 11:10 放學，聖誕綜合表演生放學後留校參加綵排至下

午 3:00 放學。 

 12 月 20 日（四）上午停課，四至六年級學生於下午回校參加聖誕綜合表演，一至三年級學生可於晚上

由家長陪同欣賞聖誕綜合表演。 
 

 

訓輔組訊息： 

學校一向重視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及自理能力 ，要求學生應帶齊每天所需用的物品回校。若學生忘記帶物品， 

除非有緊急需要，老師不會要求學生致電家人，要求將款項或物品，包括功課、書本、手冊、文具、通告

回條、美勞用具、運動服裝等送到學校。 此外，家長亦無需主動把學生忘記帶的物品送到學校，校務處職

員及工友不會替家長傳遞任何送到學校的功課、書本、美勞用具等物品，以免學生養成倚賴習慣。 
 

學生事務訊息： 

由 12 月 3 日（星期一）起正式換季，全體學生必須穿著整齊的冬季校服。服飾要求詳見學生手冊第 8頁。 
  

保健訊息：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學童注射組姑娘已於 2012 年 11 月 6 日（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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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未能安

排注射之同學，已派回注射疫苗咭及預約紙，請家長自行携帶子女前往衛生署指定之診所及母嬰

健康院補注射。 

 自費流感疫苗注射：12 月 7 日(五)於課堂時段為部份同學進行第二次注射及為 10 月 26 日未注同

學補注射流感疫苗。 
  

學生書簿津貼訊息： 

學生資助辦事處於本年11 月中旬發放學校書簿津貼給在10 月 26 日或以前已遞交資格證明書的學生。 

書簿津貼款項於11 月 13 日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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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校園訊息： 

為讓學生身體力行支持環保活動及養成珍惜食物的良好習慣，本校分別於 12 月 3 日至 7日進行「環保雙周

－班際最少廚餘比賽」及 12 月 10 日至 13 日進行「廢物分類回收周」，請各同學踴躍參加。 
  

圖書科訊息： 

 十月份閱讀之星： 2F 馮意晴(27 本圖書)、3A 周洛誼(32 本圖書)、3A 鄺慧儀(28 本圖書)、 

3F 李綺彤(27 本圖書)、4B 張愛靈(27 本圖書)、6B 黃綺琪(32 本圖書) 

 十月份班際龍虎榜：高級組：冠軍 5A     初級組：冠軍 3A 

    亞軍 6B         亞軍 2C 

季軍 4B         季軍 3D 
 

校本輔導訊息： 

各班之「全家福」已上載於學校網頁「相片速遞」，歡迎家長瀏覽。 
 

請見背頁 

 
            



  
資訊科技科訊息 

三至六年級同學在 12 月 3 日至 7 日於小息或午間活動時段將進行英文打字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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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徑隊 12 月 14 日（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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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九東小學校際游泳比賽成績，見附件二。 

3. 6B 吳毅科參加九東小學校際游泳比賽成績優異，獲九東分會推薦參加全港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4. 十一月之星：6B 吳毅科（田徑校隊、游泳校隊） 
  

宗教科訊息 

1. 聖誕立體帽／平面掛飾親子設計比賽，家長及學生可選擇參加其中一項，並把作品最遲於 12 月

11 日(二)投入學校大堂之收集箱，請踴躍遞交作品。 

2. 「笑笑笑，笑住過聖誕」徵集相片截止日期將延至 12 月 11 日( 二)。 

3. 已參加漢語聖經協會朗誦節的同學，請利用聖誕假期時間背誦經文，放假後由宗教科老師進行訓

練，有關誦材範讀音效檔會由老師個別通知。 

4. 年度聖誕節慶祝活動請查閱附件一。 本
  

音樂科訊息 

請參加朗誦節比賽的同學於比賽後影印分紙交負責訓練老師轉交黃詩敏老師登記。 
  

常識科訊息 

「一人一花」的花苗已於 11 月中派給同學，同學需在悉心培植花苗，於 2013 年 3 月 5 日交盆栽回校

（請緊記在花盆上貼寫上姓名及班別之標貼）。有關花苗的種植和護理方法，請參閱本校網頁學科園

地常識科「一人一花 2012-2013」之「萬壽菊的種植」短片及資料。請 貴家長於活動進行期間為貴

子弟提供適當之協助，藉此增加親子溝通。 
  

最近獲獎訊息 

遊戲代表隊參加九東小學校際遊戲比賽獲女子乙組團體殿軍 
   

十二月份家長備忘  

一． 12 月 1 日(六)  二年級中文科鞏固班於上午 8:30-9:30 在 1F 課室上課。(1/12、8/12) 

 「繽紛數之樂」小組於上午 9:30-10:45(三年級) 及上午 11:00-下午 12:30(四年級)在

1E 課室進行。(1/12、8/12、15/12) 

 基法話劇團校隊於上午 9:00-下午 12:30 在學生活動中心進行加時練習。 

(1/12、8/12、15/12) 

 「關愛小先鋒」社區服務於上午 10:00-下午 1:00 在本校進行。 

 部份男、女子籃球校隊隊員於上午 8:00-下午 2:15 前往滙知中學參加「滙知盃」

小學籃球比賽。 

 三年級周六鞏固班於下列日期及時段上課，集合地點：1C，上課地點：3A： 

日期：1/12、8/12 

時間：中文組(上午 8:00-9:30)  、英文組(上午 9:45-11:15) 、數學組(上午 11:30-1:00)

 六年級周六鞏固班於下列日期及時段上課，集合地點：1B，上課地點：6B： 

日期：1/12、8/12 

時間：數學組(上午 8:00-9:30)  、中文組(上午 9:45-11:15) 、英文組(上午 11:30-1:00)

 六年級周六精進班於下列日期及時段上課，集合地點：1A，上課地點：6A： 

日期：1/12、8/12 

時間：英文組(上午 8:00-9:30)  、數學組(上午 9:45-11:15) 、中文組(上午 11:30-1:00)

二． 12 月 2 日(日) 油塘梁發紀念禮拜堂： 

 豐盛生命(十)查經小組－不輕易發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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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2 月 3 日(一)  正式更換冬季校服 

 五、六年級中文集誦隊於下午 2:20-5:00 前往喇沙書院參加中文集誦比賽。 

 家長英語拼音班於下午 1:30-3:00 在視藝室進行。 

(3/12、10/12、17/12/2012、7/1、21/1、28/1/2013) 
 
 
 



 
四． 12 月 4 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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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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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1/12) 

 管樂團於下午 3:05-4:45 在音樂室 A 進行訓練。 

(4/12、11/12、18/12/2012、22/1、29/1/2013) 

 游泳校隊於下午 3:30-5:00 在德藝會室內溫水池進行常規訓練及賽前特訓。 

(4/12、11/12/2012、22/1、29/1、5/2、6/2、19/2、20/2、26/2、5/3/2013) 

 女子排球校隊於下午 3:05-4:35 在本校籃球場進行訓練。 

（4/12、11/12、18/12） 

五． 12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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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12/12/2012、2/1/2013) 

 「青蔥歲月」學生小組於下午 2:35-3:45 在 5F 課室進行。(5/12、12/12) 

 專注力訓練小組於下午 1:15-2:30(A 組)及下午 2:45-4:00(B 組)在視藝室進行，對象

為被推薦參加的一、二年級學生。 

(5/12、12/12/2012、16/1、23/1、30/1/2013) 

 小四成長的天空義工服務於下午 2:35-3:45 在 4F 課室進行。(5/12、12/12) 

 基法油塘話劇團於下午 3:45-5:15 在學生活動中心進行排練。 

(5/12、12/12) 

六． 12 月 6 日(四)  社交小組於下午 3:05-4:05 在 1E 課室進行，對象為被推薦參加的一、二年級同學。

 乒乓球校隊於下午 3:00-5:00 在禮堂進行訓練。(6/12、13/12/2012、3/1、10/1、17/1、

24/1/2013) 

七． 12 月 7 日(五)  於課堂時段為部份同學進行第二次注射及補注射流感疫苗(自費) 

 基法話劇團校隊於多元智能課後須留校至下午 4:00 進行加時排練。 

 田徑校隊於下午 2:00-4:05 在本校籃球場進行訓練。 

 油塘梁發紀念禮拜堂：婦女路得團契 （時間:上午 9:45-11:30）地點:教會演講室

八． 12 月 7 日(五)

至 8 日( 六) 

四年級成長的天空於下午 1:30(7/12)-下午 2:00(8/12)前往保良局羅傑承北潭涌度假營參加

再戰營會宿營活動。 

九． 12 月 8 日( 六) 四年級部份學生於上午 9:15-下午 12:15 往香港科學館實驗室參加「小小科學家」探索活

動-大自然的奧妙 

十． 12 月 9 日(日) 油塘梁發紀念禮拜堂： 

 新生命新生活-門徒重生的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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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三)  於下午 1:35-2:30 在教會演講室舉行「提昇孩子英語能力」家長講座（第二講），

對象為已報名參加之一年級家長。 

 教育局於下午 7:00-9:00 在本校禮堂舉行「升中選校」家長講座，對象為已自行報

名參加之六年級家長，詳情請查閱網上通告。 

十二． 12 月 13 日(四)  社交小組家長分享會於下午 1:30-3:00 在視藝室進行。 

 已報名參加之一年級家長(1D 10:00-11:00 / 1F  8:30-9:40)在英語室進行「家長親身體驗

課堂」 

請見背頁 

 

 

 

 

 

 

 

 

 
 



十三． 12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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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田徑隊員前往將軍澳運動場參加九東田徑運動會。 

 田徑比賽服務生於上午 7:15-下午 5:00 前往將軍澳運動場協助九東田徑運動會推行。 

 「關愛小先鋒」義工小組活動取消，受影響之參加者將獲個別通知。 

十四． 12 月 15 日(六) 家長教師會舉辦： 

 於上午 9:30-11:30 在本校電腦室進行「聖誕假期親子電腦班－電子相簿製作」，

對象為：已接納參加之同學和家長。 

 於下午 1:30-5:00 往瑪嘉烈戴麟趾紅十字會學校進行「親子義工活動－愛心紛分

Fun」，對象為已接納參加之家長義工和同學。 

十五． 12 月 16 日(日) 油塘梁發紀念禮拜堂： 

 豐盛生命(十一)查經小組－彼此幫補的事奉 

 (時間 : 下午 1:30-3:00)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親子美食班 (時間 : 下午 1:30-2:45) 地點 : 舞蹈室 

 「英語學、聖經樂」結業禮 時間:上午 11:00  地點:教師演講室 

十六． 12 月 17 日(一)  已報名參加之一年級家長(1A 10:00-11:00 / 1B  1:25-2:35 / 1C 11:25-12:35)在英語室進行

「家長親身體驗課堂」。 

 教育局於下午 7:00-9:00 在九龍工業學校舉行「升中選校」家長講座，對象為已自

行報名參加之六年級家長，詳情請查閱通告。 

十七． 12 月 19 日(三)  祝誕及聖誕聯歡，學生上課時間如常，放學時間:上午 1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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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帶手冊。 

 油塘梁發紀念禮拜堂：婦女查經祈禱小組 

(時間：上午 9:45-11:30)地點：教會演講室 

十八． 12 月 20 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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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需憑入場券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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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及家長需憑入場券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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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12 月 21 日（五）

至 1 月 1 日(二) 

聖誕及新年假期 

二十． 12 月 23 日(日) 油塘梁發紀念禮拜堂： 

 主日祈禱會 (時間 : 下午 1:30-3:00)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二十一． 12 月 25 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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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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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 12 月 29 日(六)  家長教師會親子歷奇活動於校內進行，詳見稍後派發之通告。 

 男、女子籃球校隊於下午 2:00-5:30 前往桂華山中學參加第五屆「華山盃」3 on 3

小學籃球邀請賽。 

二十三． 1 月 2 日(三) 照常上課 
 
請家長簽妥回條後於二零一二年十二月四日交回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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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 第 37 號) 
       回條 
敬覆者：有關 貴校二零一二年十一月三十日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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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基法小學(油塘) 

《2012-2013 年度聖誕節慶祝活動》 
 

 
今天在大衛的城，為你們生了救主，就是主基督。  (路加福音二章十一節)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神，在地上平安歸於祂所喜悅的人。(路加福音二章十四節) 

 

親愛的家長及同學:  

        聖誕節是一個普天同慶的大日子，為慶祝主耶穌降生帶給世界救恩和希望，本校特舉辦一

連串活動，期望透過各項活動，與同學分享這個大喜的訊息。 
 

 

聖誕綜合晚會 
 
日期︰20/12/12  (星期四) 

對象︰家長、本校師生 

目的︰晚會中讓學生多元智能 

才華盡顯，成為馨香祭 

獻呈上主。 

 

 

 

 

 

 

 

 

 

 

 

 

 

 

 

 

 

 

 

 

 

 

 

 

 

 

 

 

 

 

 

 

 

 0000   敬祝︰聖誕快樂，新年蒙福!                             基法小學(油塘)校長        

                                                                                         

2012 年 11 月 10 日                                                                                

                                                              ___________________  

                                                                 梁淑儀校長   
                                                                            

一至六年級親子聖誕帽設計比賽 
 

目的︰鼓勵學生積極參與，設計精美又有創意 

            的聖誕帽表達主降生為 救世人 

喜慶歡樂的訊息。 

   一至六年級聖誕平面聖誕掛飾設計比賽 
 
目的︰鼓勵學生利用電腦或顏彩，設計富創

意又能表達「主耶穌降生，普天同慶」

的聖誕平面掛飾。 

      聖誕樂韻處處送 
 

   目的︰在課前播放聖誕 

                詩歌以增添節日

                氣氛。 

徵集及展示 

「笑笑笑,笑住過聖誕」相片 
 

為增添節目歡慶氣氛，徵集各同學 

快樂過聖誕的美好相片並展示在大堂 

壁報，讓各位回味愉快美好的節日 

時光。 

 

聖誕信息分享雙周 
 

 日期  ︰十六、十七周舉行 

早禱時段︰老師分享聖誕經文及信息 

午間活動︰於健康心靈講場時段與學 

                     生探討聖誕節的真義。 

附件一 

愛人如己，在愛中成長 

日期︰19/12/12 (星期三) 

聚會時間︰上午 8:45-9:45  (四至六年級) 

       上午 10:00-11:00 (一至三年級) 

協辦機構: 飛躍網絡國際 

主旨︰藉ＮＪ/愛梨巴介紹、訊息分 

享及嘉賓見證，讓學生明白 

            真正的快樂是從主耶穌而來。 

內容：唱詩、見証分享、訊息分享、遊戲等 

午間聖誕詩敬拜會 
 
日期︰十五、十六周 

目的︰由老師帶領學生聖 

   誕詩敬拜迎接聖誕節 

聖誕崇拜暨綜合表演晚會 
日期：20/12/12 （星期四） 
對象：家長、本校師生 
內容：綜合表演會前崇拜，油塘梁

發堂負責人員會宣講聖誕節
的信息，並以詩歌禱告與上
主親近。綜合表演晚會中讓
學生多元智能才華盡顯，成
為馨香獻呈上主。 

請見背頁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附件二 

2012-2013 年度九龍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游泳校隊成績 

 

組別 項目 班別 姓名 成績 

女甲 50m 蝶泳 6A 陳彥蓉 第四名 

  6A 陳彥蓉  

  6A 陳汶樂  

女甲 4x50 自由接力 6B 鍾凱欣 第五名 

  6D 丘翠瑩  

  6F 謝凱霖  

  6A 陳彥蓉  

  6A 陳汶樂  

女甲 團體總成績 6B 鍾凱欣 第六名 

  6D 丘翠瑩  

  6F 謝凱霖  

女甲 100m 自由泳 6A 陳彥蓉 第六名 

女甲 50m 自由泳 6D 丘翠瑩 第八名 

女甲 50m 蛙泳 6D 丘翠瑩 第十名 

5A 黃彥䕒 

5B 吳碧怡 

5C 麥愷殷 

3C 司徒穎欣 

女乙 4x50 自由接力 

3E 嚴子喬 

第八名 

女乙 50m 自由泳 5C 麥愷殷 第八名 

女乙 50m 蛙泳 5A 黃彥䕒 第八名 

女乙 50m 背泳 5C 麥愷殷 第十名 

男甲 100m 自由泳 6B 吳毅科 亞軍 

男甲 50m 自由泳 6B 吳毅科 第四名 

男甲 50m 蝶泳 6A 嚴正為 第四名 

男甲 50m 蛙泳 6A 嚴正為 第七名 

  6A 嚴正為  

  6B 麥浩智  

男甲 團體總成績 6B 吳毅科 第八名 

  6C 周俊禧  

  6F 麥穎軒  

  6A 嚴正為  

  6B 麥浩智  

男甲 4x50 自由接力 6B 吳毅科 第十名 

  6C 周俊禧  

  6F 麥穎軒  

  4A 鍾子彥  

  4A 洪嘉恩  

男乙 4x50 自由接力 4C 鄭珉軒 第十名 

  5F 楊子維  

  5F 陸俊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