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零 一 四 年 一 月 六 日 
    通告                            (2013/2014 第 37 號)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一一一一月份家長需留意事項通告月份家長需留意事項通告月份家長需留意事項通告月份家長需留意事項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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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校長的話﹕剛收到家長通知－於網上「學校大全」的網頁中，本校在全港小學排名中排第十二，這是

可喜訊息，足見學校師生之努力，各家長如有興趣可抽空瀏覽當中內容，網址為http://bookofschool.comhttp://bookofschool.comhttp://bookofschool.comhttp://bookofschool.com    。。。。 

2.)1 月 11 日(六)及 12 日(日)本校參加「齊齊認識觀塘區學校展覽」，以展板介紹學校，歡迎家長前往九

龍灣德福花園露天廣場參觀展覽，認識區內幼稚園、小學及中學。此外，本校歌詠小組在 1月 11 日(六)

下午 3:40 德福廣場第一期中央展覽場演出，歡迎家長前往欣賞本校及其他學校演出。 

3.)1 月 27 日(一)為四至六年級運動會，一至三年級停課。 

4.)1 月 28 日(二)為本校教師發展日，全校停課一天。 

5.)農曆年假由 1月 29 日(三)至 2月 8日(六)，2月 10 日(一)照常上課。下學期校曆表已上載學校內聯網

頁，供家長參考。 
    
學生事務：學生事務：學生事務：學生事務：    

1.) 1 月 21 日（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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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行購買。 

2.) 1 月 22 日（三）售賣下學期字簿，學生需帶備有關費用(請自備輔幣)，按校方安排購買全套字簿。

1 月 23 日(四)散賣下學期字簿。 
    

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    

為鼓勵學生發展多元智能，並積極參與校外的比賽，本校擬收集學生在學校以外的得獎資料，並以

不同方式公佈，如上載於學校網頁，或張貼於校內壁報板上等。現誠邀 貴家長把子女的校外得獎

資料交予班主任，再轉交負責老師處理。遞交校外比賽得獎資料方法： 

1.) 獎狀：請自行影印，把正本及副本一併交班主任，班主任核實後會交回獎狀正本。 

2.) 獎盃：請先拍照，把獎盃及照片一併交班主任，班主任核實後會交回獎盃。 

（公佈與否及公佈形式由校方決定） 
     

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及環保及環保及環保及環保校園校園校園校園訊息：訊息：訊息：訊息：    
1.) 由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舉辦「無煙 A+是我家」創作比賽獲獎同學： 

1A 區展諭 優異獎、 1A 蘇詩楹 優異獎 
2.) 環保活動「2013-2014 班際最少廚餘比賽」得獎名單： 

低年級組：冠軍  3F、亞軍  3C 、季軍  3B 
高年級組：冠軍  6D、亞軍  6C、季軍  4E      

    
圖書科訊息：圖書科訊息：圖書科訊息：圖書科訊息：    

1.) P.1-2「我愛琉璃書舍」口號創件比賽；P.3-P.4 「我愛琉璃書舍」書籤設計比賽及 P.5-6「琉璃

書舍」故事插圖設計比賽之截止繳交作品日期為 2014 年 1 月 7 日(二)。 

2.) 十一月份閱讀之星：2B 王凱塋、2C 郭濤鳴、2F 江灝、3B 鄧俊賢、4B 周洛誼、6B 黃家譽 

3.) 十一月份班際閱讀龍虎榜：高級組：冠軍   4B、亞軍 6A、季軍 4A 

                  初級組：冠軍 3B、亞軍 1F、季軍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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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五)參加在將軍澳運動場舉行之九東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當天感謝幼

童軍、基督女少年軍、基督少年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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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徑校隊已於 11 月 22 日(五)參加區會運動會，成績見附件二。 

3.) 6C 麥愷殷獲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將於 1 月 26 日(日)出席領袖才能工作坊，地點：香港

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5 月 11 日（日）出席頒獎禮，地點：香港理工大學。 

4.) 最具潛質運動員榜：一月之星 6B  楊浚宏 (田徑校隊、排球校隊) 
    
英文硬筆書法比賽獲英文硬筆書法比賽獲英文硬筆書法比賽獲英文硬筆書法比賽獲奬奬奬奬名單：名單：名單：名單：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良 

1B 温子賢 1C 鄧穎烯 1D 蘇曉鋒 1E 鄭淑慧 1F 鄭宛琳 
初級組 1A 區展諭 2A 吳子君 2F 黃梓清 

2B 黎廣禧 2C 洪思棋 2D 鄭天朗 2E 黄獻嶢  

3A 馮馨儀 3C 黃芷晴 3D 莫希敏 3E 林學雯 3F 盛希 
中級組 4B 梁可穎 3B 陳楚嵐 4C 林浚杰 

4A 曾思思 4D 李綺彤 4E 吳俊曦 4F 胡詩琪  

5B 何嘉嘉 5C 黎鈞沂 5D 馬鎧潼 5E 陳慧汶 5F 羅凱霖 
高級組 5A 陳慧儀 6B 徐顥庭 6D 劉卓玲 

6A 劉燕婷 6C 袁芷晴 6E 莊凱傑 6F 呂兆麟  
 

����請請請請轉轉轉轉背頁背頁背頁背頁���� 



    

宗教科訊息：宗教科訊息：宗教科訊息：宗教科訊息：    

1. 已報名參加漢語聖經協會朗誦節的同學，請利用農曆年假期努力練習。 

2. 已報名參加由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主辦「第二屆聖經故事演講比賽」的同學，請利用農曆年假期

努力練習。 

3. 親子平面聖誕卡設計比賽結果： 

初小級組初小級組初小級組初小級組    高小級組高小級組高小級組高小級組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冠軍 1E 曹 翔 2A 勞靖祈 3C 吳瑋晴 5B 余卓彥 6E 陳建諮 
2B 馮偉雄 

亞軍 
1E 黃啟軒 

2A 吳子君 
3B 陳汶聰 5D 梁嘉棋 6C 林諾瑤 

2A 張琳晞 3B 吳靄凝 5E 洪 瑋 6D 周汶瑱 1E 鄭皓匡 
2E 黃獻嶢   6D 葉婉芬 季軍 

    6D 呂婉婷 
1A 區展諭 2A 何尚哲 6F 楊子維 
1A 陳楚晴 2F 黃梓清  
1B 黃鍶樂 2F 周浩朗  
1D 林藝珊   

優異 

1E 鄭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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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香港普通話朗誦才藝大賽 2013：初小詩歌組 2F 何樂琳榮獲二等獎 
2.) 區會小學聯校陸運會：男甲團體季軍及男丙團體季軍 
3.) 九東田徑比賽：男甲團體亞軍及男丙團體季軍 
4.) 2013ISO9001-2000 香港校際盃珠心算賽: 

• 「初級團體賽」亞軍 
2A 劉俊宇、2B 陳湋賢、3B 吳靄凝、3B 洪曼妤 

• 個人獎項:冠軍 2B 陳湋賢 、亞軍 3B 吳靄凝、季軍 2A 劉俊宇、優異獎 3B 洪曼妤 
5.) 第 65 屆學校朗誦節比賽結果請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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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年假期 
二． 1 月 2 日(四) • 照常上課 

• 管樂團於下午 3:05-4:45 在音樂室 A 進行訓練。(2/1、16/1、23/1) 
• 乒乓球校隊於下午 3:00-5:00 在禮堂進行訓練。(2/1、16/1、23/1、13/2、20/2、27/2) 

三． 1 月 3 日(五) • 三至六年級課堂時段進行專題研習。(3/1、17/1、2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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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6/1、23/1)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婦女路得團契 – 摺紙迎新春  時間 : 上午 9:45-11:30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 主日崇拜  講題:只有祝福 講員:廖鳳姿宣教師  
    崇拜同時設兒童主日學 時間:上午 11: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 約翰福音查經小組-猶太人的不信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四． 1 月 5 日(日) 

• 親子美食活動 時間:下午 1:30-3:30 地點:音樂室 
五． 1 月 7 日(二) • 截止遞交比賽作品：P.1-2「我愛琉璃書舍」口號創作比賽、P.3-4「我愛琉璃書舍」

書籤設計比賽及 P.5-6 「琉璃書舍」故事書插圖設計比賽。 
六． 1 月 7 日(二)至 

13 日(一) 
家長教師會進行「回收下學期舊課本計劃」，有意捐出舊課本之一至六年級家長，
煩請先檢查課本及將練習答案擦掉，然後放置學校大堂收集箱裡。 

七． 1 月 8 日(三) • 期考前，一至六年級上學時間如常，放學時間則提早在 11:10。 
• 三、六年級同學於小息時間到校務處用八達通咭繳交常識科參觀活動費用。 
• 最遲交回下學期課外活動報名表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馬太福音查分享小組 – 來跟從我  時間 : 上午 9:45-11:30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八． 1 月 9 日(四)及 

10 日(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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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年級依特別時間表上中文或英文或數學，上課時間如常，放學時間則提早在 11:10。 

九． 1 月 11 日(六)及 
1 月 12 日(日) 

• 1 月 11 日(六)本校歌詠小組學生於下午 3:00-4:15 前往九龍灣德福廣場一期中央展
覽場參加「齊齊認識觀塘區學校展覽」聯校滙演。 

• 1 月 11 日(六)及 12 日(日)本校參與「2014 齊齊認識觀塘區學校」展覽，屆時介紹
學校展板於九龍灣德福花園露天廣場展出。 

• 1 月 11 日(六)籃球校隊及足球校隊於上午 8:00-下午 1:30 前往滙基書院(東九龍)參
加小學三人籃球／足球比賽。 

• 1 月 12 日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 閒情淺道小組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 :1C 課室 
- 知心友小組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 :1B 課室   



 
 
 

十． 1 月 13 日(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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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年級依特別時間表上中文或英文或數學，上課時間如常，放學時間則提早在 11:10。 

十一． 1 月 14 日(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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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年級依特別時間表上中文或英文或數學，上課時間如常，放學時間則提早在 11:10。 

• 領袖生於上午 11:30-下午 1:30 在禮堂進行第二次領袖生訓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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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21/1、11/2) 

• 社交小組家長分享會於上午 9:00-11:00 在視藝室進行，對象為「社交小精兵」組員

之家長。 

• 家長教師會於上午 9:00-11:00 在 LG 視藝室進行家長興趣班(食品製作班-話梅車厘

茄及芝士蛋糕製作)，對象為已入選之家長。 

十二． 1 月 15 日(三) • 一至三年級週會 

• 四至六年級於成長課時段清潔課室，學生需自備抹布。 

• 專注力親子並行小組於下午 2:35-3:35 在 1F 課室進行，對象為獲推薦參加的學生

及其家長。(15/1、22/1、12/2、19/2、26/2、5/3、12/3、19/3、26/3、2/4) 

• 已參加男、女子籃球訓練計劃之同學於小息時間到校務處用八達通咭繳交費用。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婦女查經祈禱小組 – 詩篇 25 篇  時間 : 上午 9:45-11:30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十三． 1 月 16 日(四)至 

24 日(五) 

售賣本會慈愛券，請家長及學生鼎力支持，協助推銷。 

十四． 1 月 17 日(五) • 3C 班於課堂時段參觀鯉魚門公共圖書館，詳情請閱有關通告。 

• 6D、6E 於課堂時段進行常識科參觀活動－粉嶺環境資源中心。 

• 小五成長的天空輔助小組於下午 3:00-4:00 在 5D 課室進行。(17/1、21/2、28/2) 

十五． 1 月 18 日(六) • 參與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親子賣旗活動的學生及家長於上午 7:45 在禮堂集合。 

• 幼童軍於下午 1:30-5:30 前往樂華天主教小學參加「樂一樂全能大挑戰 2014」 

十六． 1 月 19 日(日)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 約翰福音查經小組 – 拉撒路的死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 :教會演講室 

- 閒情淺道小組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 :1C 課室 

- 知心友 小組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 :1C 課室 

十七． 1 月 21 日(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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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1 月 22 日(三) • 四至六年級週會，講座主題：校園零欺凌 

• 一至三年級於成長課時段清潔課室，學生需自備抹布。 

• 海興文教用品公司於課堂時段到校售賣下學期字簿，學生需帶備有關費用

(不設找贖），按校方安排購買全套字簿。  

• 6A、6F 於課堂時段進行常識科參觀活動－粉嶺環境資源中心。 

十九． 1 月 23 日(四) • 散賣下學期字簿 

• 6B、6C 於課堂時段進行常識科參觀活動－粉嶺環境資源中心。 

二十． 1 月 24 日(五) • 3E 班於課堂時段參觀鯉魚門公共圖書館，詳情請閱有關通告。  

• 歌詠 B組於下午 4:15-6:20 前往天主教普照中學參加觀塘區聯校音樂滙演。 

• 小六成長的天空輔助小組於下午 3:00-4:00 在 6D 課室進行。(24/1、14/2、28/2) 

• 「如何協助子女建立正向人生」家長講座於下午 1:30-3:00 在禮堂舉行，對象為全

校家長。 

二十一． 1 月 25 日(六) • 中國舞高年級組於下午 12:00-5:00 在高山劇場參加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 6C 麥愷殷獲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並出席領袖才能工作坊。 

二十二． 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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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閒情淺道小組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 :1C 課室 

- 知心友 小組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 :1C 課室 

二十三． 1 月 27 日(一) • 四至六年級學生於上午 7:50-下午 1:30 在九龍仔公園進行運動會 

• 一至三年級學生停課一天 

二十四． 1 月 28 日(二) • 本校教師發展日，一至六年級停課。 

二十五． 1 月 29 日(三)至 

2 月 8 日(六) 

農曆新年假期 

二十六． 2 月 10 日(一) 照常上課，下學期開始。 

����請轉請轉請轉請轉背頁背頁背頁背頁����    
 

 



 
 

                    第第第第 65 屆屆屆屆校際校際校際校際朗誦節比賽朗誦節比賽朗誦節比賽朗誦節比賽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朗朗朗朗誦誦誦誦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三、四年級中文集誦校隊 亞軍 4D 陳靜嵐 優良 2E 陳鉻澄 良好 

5A 倪浩宇 亞軍 4D 童巧兒 優良 5F 朱榮慧 良好 

5A 陳柳蓁 季軍 4E 黃嘉悅 優良 5F 呂珮瑩 良好 

2A 張琳晞 優良 5B 麥依愛 優良 5F 戴雅珊 良好 

2A 吳子君 優良 5E 張嘉怡 優良 6C 黃敏晴 良好 

2E 張心柔 優良 5E 莊雅施 優良 6E 蔡素君 良好 

3D 鄧泳詩 優良 6C 麥愷殷 優良 6F 周穎瑜 良好 

3D 黃熙瑤 優良 6E 陳建諮 優良 6F 龍倩欣 良好 

3E 梁家琦 優良 6E 詹鎧蔚 優良 6F 袁嘉莉 良好 

3E 施曉珊 優良 2D 岑嘉珩 良好    

3F 施舜均 優良 2D 楊詠琳 良好    

 

英英英英文朗誦成績文朗誦成績文朗誦成績文朗誦成績 
 

班別 姓名 成績 班別 姓名 成績 

3A 潘永樂  亞軍 5A 周紀彤 優良 

1D 莫凱壹 季軍 5B 蘇穎貞 優良 

1D 温英傑 季軍 5D 陳敬珩 優良 

5B 麥依愛 季軍 5D 周志昕 優良 

6B 徐顥庭 季軍 5D 伍庭樂 優良 

五、六年級英詩集誦隊 優良 5F 歐陽燾鍵 優良 

2A 周鈺丰 優良 5F 鍾紀怡 優良 

2A 殷韻晴 優良 6A 鍾楚紅 優良 

3A 吳子昊 優良 6A 林青怡 優良 

3B 洪巧楠 優良 6A 李嘉偉 優良 

3B 吳愷家 優良 6B 李穎芝 優良 

3B 吳靄凝 優良 6C 梁皓瑜 優良 

4A 鄭芷穎 優良 4D 嚴子喬 優良 

4A 王家健 優良 2D 陳棣言 良好 

4B 馮逸馨 優良 2D 呂健樟 良好 

4B 林芊芊 優良 5A 黃晉龍 良好 

4B 吳凱恩 優良 6A 張景豪 良好 

4B 聶惠思 優良 6C 洪智峯 良好 

5A 張愛靈 優良    

 

普通話普通話普通話普通話朗誦朗誦朗誦朗誦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4B 李穎琪 亞軍 3B 陳亦敏 優良 5C 蔡舒瑤 優良 

5A 陳柳蓁 亞軍 3B 鍾悅晴 優良 5D 楊芊臻 優良 

3A 楊雅雯 季軍 4A 鄭芷穎 優良 6A 鄭尚允 優良 

3B 洪巧楠 季軍 4A 羅碧茹 優良 6A 鍾銘輝 優良 

6B 劉楷悅 季軍 4A 陸嘉儀 優良 6A 吳瑋汶 優良 

 一、二年級普通話集誦隊 優良 4B 林芊芊 優良 6B 吳碧怡 優良 

1D 吳巧悠 優良 4B 吳栢誼 優良 6B 吳綺嬌 優良 

1F 蔡蔚然 優良 4B 聶惠思 優良 6C 黃敏晴 優良 

1F 黃奕希 優良 4C 朱卓軒 優良 5D 陳頌文 良好 

2B 劉詠甄 優良 5A 倪浩宇 優良 6B 洪卓琳 良好 

2B 黃佳怡 優良 5B 巢梓珊 優良    

3A 許芷螢 優良 5B 黃曉華 優良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2013-2014 年度 區會直屬小學聯合運動會獲獎名單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男甲 團體 

6C 翁永濠、6D 黃東毅、 

6B 梁建曦、6B 蔡子傑、 

6B 楊浚宏、6A 張卓熙、 

6D 蔡浚豪 

季軍 男丙 團體 

4B 蔡宇鈿、4B 林子健、 

4E 羅智仁、4E 歐海杰、 

4D 嚴天樂 

季軍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班別班別班別班別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班別班別班別班別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200 米 6D 黃東毅 第五名  60m 6B 吳綺嬌 第七名 

男甲 跳高 6B 楊浚宏 第一名 女甲 100m 6F 方思淇 第六名 

 跳遠 6B 蔡子傑 第一名  跳高 6A 杜詠詩 第二名 

 擲壘球 6A 張卓熙 第三名   6B 吳綺嬌  

男乙 擲木球 5F 鍾樹楠 第二名   6F 方思淇  

 60 米 4B 蔡宇鈿 第一名 女甲 4 × 100 接力 6B 葉嘉榆 第八名 

男丙 100 米 4B 林子健 第五名   6C 麥卓瑤  

 跳遠 4E 歐海杰 第三名   6B 張美靈  

  4B 蔡宇鈿  女乙 100m 5F 羅凱霖 第三名 

  4B 林子健   跳高 5E 莊雅施 第七名 

男丙 4×100 米接力 4E 羅智仁 第三名 女丙 跳遠 4F 梁洛婷 第六名 

  4E 歐海杰       

  4D 嚴天樂       

 

2013-2014 年度 九東田徑比賽獲獎名單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男甲 團體 

6C 翁永濠、6D 黃東毅、 

6B 梁建曦、6B 蔡子傑、 

6B 楊浚宏、6A 張卓熙、 

6D 蔡浚豪 

亞軍 男丙 團體 

4B 蔡宇鈿、4B 林子健、 

4D 林俊熙、4E 羅智仁、

4E 歐海杰、4D 嚴天樂 

季軍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班別班別班別班別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班別班別班別班別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100 米 6C 翁永濠 第七名 男丙 60 米 4B 蔡宇鈿 第一名 

 200 米 6D 黃東毅 第八名   4B 蔡宇鈿  

男甲 跳高 6B 楊浚宏 第一名   4B 林子健  

 跳遠 6B 蔡子傑 第三名  4×100 米接力 4D 林俊熙  

  6B 楊浚宏  男丙  4E 羅智仁 第四名 

  6B 蔡子傑    4D 嚴天樂  

  6C 翁永濠    4E 歐海杰  

男甲 4×100 米接力 6D 黃東毅 第三名 女甲 60m 6B 吳綺嬌 第四名 

  6A 張卓熙   跳高 6A 杜詠詩 第六名 

  6B 梁建曦  女乙 100m 5F 羅凱霖 第二名 

  6D 蔡浚豪  女丙 跳遠 4F 梁洛婷 第六名 

    
請家長簽妥回條後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八日交回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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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月        日  (2013/2014 第 37 號) 

       回條  
敬覆者：有關 貴校二零一四年一月六日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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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學號(   )學生                      (姓名) 

 
 

                                     家長                                            (簽署) 

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