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零 一 四 年 二 月 十 日  
    通告                          (2013/2014 第 45 號)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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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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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冊上的其他通知。         
學校近況學校近況學校近況學校近況    
    
2222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日日日((((六六六六))))為家長日及書展，為家長日及書展，為家長日及書展，為家長日及書展，2222 月月月月 22224444 日日日日((((一一一一))))家長日補假，學生停課一天。家長日補假，學生停課一天。家長日補假，學生停課一天。家長日補假，學生停課一天。    

    
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訊息：訊息：訊息：訊息：    
家長教師會於 2 月 23 日(日)舉辦親子旅遊－沙頭角有機農莊，已報名參加之家長請準時回校集合，詳見日後
通告。 

  
中國文化日中國文化日中國文化日中國文化日訊息：訊息：訊息：訊息：    
本校將於 2 月 21 日(五)舉辦中國文化日，並在 1 月 20 日至 2 月 12 日期間收集家長或家長認識商號捐贈的文
具、玩具、家庭用品、飾物等，作義賣用途(捐贈物品最少九成新或以上)。請於 2 月 12 日或前將捐贈物品交
到學校大堂的收集箱。敬請貴家長踴支持。如有查詢，請聯絡鄭建成主任。  

  
學生保健學生保健學生保健學生保健：：：：    
2、3 月份將有以下班別於上課時段由班主任及家長義工帶領往藍田學童牙科診所進行牙齒檢查。  

2222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1A 27-2-2014 8:30-11:00  1B 28-2-2014 8:30-11:00 
1D 27-2-2014 10:15-12:30  1E 28-2-2014 10:15-12:30 
       
3333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3E 6-3-2014 10:35-12:30  3A 26-3-2014 10:35-12:30 
3D 7-3-2014 10:35-12:30  1F 31-3-2014 10:15-12:30 
1C 13-3-2014 8:30-11:00     
＊檢查當天參加者需穿着運動校服，一年級同學需帶備牙刷回校，三年級同學需帶備牙刷及學

童牙科保健手冊回校。 
  

加強輔導教學組：加強輔導教學組：加強輔導教學組：加強輔導教學組：    
「自我增值獎勵計劃」獲獎名單： 

銅獎 1F 黃冠寶 1F 洪芷娸 2F 林桂童 2D 蔡騏鴻 2F 馮德誠 2F 潘朗楠 3F 鍾鸚籃 
 4C 李偉文 6C 黃嘉軒      
銀獎 1A 林桂森 2D 陳宗仁 2E 李嘉軒 2E 戴子軒 4C 黃昭盈 4F 楊秀茵 5D 林炳泰 
 5E 黃珈雯 6E 羅梓健      
金獎 2D 黃偉豪 3C 楊宇鋒 3E 蘇穎棋 3F 嚴啟寧 3F 周梓熙 4D 梁家豪 4E 許煜褀 
 4F 陳烔欣 4F 嚴子恩 5C 何聲宇 5C 施潔兒 5F 何溢斌 6C 袁幗謙 6D 蔡浚豪 

    
訓輔組訊息：訓輔組訊息：訓輔組訊息：訓輔組訊息：    
上學期盡責好學生獲獎名單： 

1C 鄧穎烯 1C 林彥熙 1C 楊銘雪 1D 林藝珊 1E 鄭淑慧 1E 何慧婷 
2B 黃詠晞 2C 廖家賢 2D 鄭天朗 2D 羅心瑜 2E 黃獻嶢 3A 陳曉峰 
3B 吳靄凝 3C 馮可風 3C 黃芷晴 3F 盛希 3F 黃澧淇 3F 鄭汶欣 
4A 鄺慧儀 5A 呂嘉傑 6A 吳瑋宜 6A 趙凱蕎 6A 陳柏浩 6D 呂婉婷 
        

校本輔導組校本輔導組校本輔導組校本輔導組訊息：訊息：訊息：訊息：    
1.) 感謝家長及貴子弟於 2014 年 1 月 18 日支持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賣旗籌款，當天超過一百對親子賣

旗。活動相片已上載於學校網頁「相片速遞」，歡迎家長瀏覽。 
2.) 「家長教育獎勵計劃」換領書券手續： 

獲得 5 個印花或以上的家長可獲書券。請家長於家長日上午 8 時至中午 12 時及下午 1 時 30 分至 3 時 30
分到大堂「家長教育獎勵計劃」書券換領處換領書券，若有查詢請聯絡余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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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2 日(三)游泳校隊參加中華基督教會聯校水運會，地點：九龍公園游泳池。 

2. 游泳校隊 27/2、6/3(四)（下午 3:00-5:00）加時訓練，地點：德藝會室內溫水池。 

3. 男、女子籃球校隊將參加九東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4. 2 月 28 日(五)全港小學田徑比賽，地點：將軍澳運動場。 

5. 本校 4B 蔡宇鈿、5F 羅凱霖、6B 楊浚宏 獲九東分會推薦為九東區際代表，將參加全港十六區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6. 最具潛質運動員榜：二月之星  6B 蔡子傑（田徑校隊） 
 
 

宗教科訊息：宗教科訊息：宗教科訊息：宗教科訊息：    
已參加漢語聖經協會朗誦比賽及基督教文藝出版社聖經故事演講比賽的同學，請積極勤加練習，為比
賽做好準備，另漢語聖經協會的朗誦示範已上載學校網頁。 

����請轉請轉請轉請轉背頁背頁背頁背頁����                



    
資訊科技科訊息：資訊科技科訊息：資訊科技科訊息：資訊科技科訊息：    
第九屆英文打字比賽得獎名單： 
 冠軍 亞季 季軍 優異 
三年級 3B 吳靄凝 3A 施俊熙、3B 李仲文 3B 潘永樂、3F 黃柏諭 3C 梁浩源 
四年級 4B 梁可穎 4A 王家健、4B 林芊芊 4A 林天一 4E 黃智朗 
五年級 5A 勞嘉駿 5A 李建樞、5E 陳樂賢 5B  李明玉 5A 麥芳華 
六年級 6A 鄭尚允、6B 呂浩民 6E  周諾軒、6E 鄭朗烽 6A 張景豪 6A 范耿豪、6A 吳瑋宜 

6B 梁健曦、6B 鄧蓓茵 
6B 徐顥庭、6B 楊浚宏 

    
圖書科訊息：圖書科訊息：圖書科訊息：圖書科訊息：    
1.)  12 月份閱讀之星： 1E 孫芷珊、2E 魏子朗、2F 林卓藝、3B 黃裕超、4B 周洛誼、4E 許文慧 

2.)  12 月份班際閱讀龍虎榜： 初級組：   冠軍：2F  亞軍：1F    季軍： 2E 
高級組：   冠軍：4B 亞軍：5A    季軍：6B 

3.)  一、二年級「我愛琉璃書舍」 

口號創作比賽 

三、四年級「我愛琉璃書舍」 

書籤設計比賽 

五、六年級「琉璃書舍」 

故事插圖設計比賽 

 冠軍： 2F 黃梓清 4A 徐敏芊 6A 周曉旻 

 亞軍： 1A 李靖琪 4A 陳以匡 6A 呂宛柔 

 季軍： 1C 林彥熙 3B 王柏晴 6A 馮凱茵 

 優異： 1D 劉卓耀 3F 盛     希 6A 黃思楹 

  1E 鄭皓匡 4A 羉詩詠 6A 周厚蓉 

  2D 羅心瑜 4A 鄭芷穎 6B 吳碧怡 
    

最近獲獎消息最近獲獎消息最近獲獎消息最近獲獎消息：：：：    
1. 滙基書院(東九龍)小學三人籃球比賽 

男子組獲亞軍，隊員：6A 李嘉偉、6C 朱浩賢、6D 蔡民俊、6E 溫瀚星、6E 林志希 
女子組獲亞軍，隊員：6A 杜詠詩、6C 戴紫君、6F 方思棋、6F 陳翠瑜 

2. 滙知盃小學三人籃球比賽 2013 
男子組獲季軍，隊員： 4A 許俊雄、4A 莫景彬、4B 廖天奕、4D 嚴天樂、5F 鍾樹楠 
女子組獲季軍，隊員： 4C 黃昭盈、4E 鄺祉瑋、4E 黃子彤、5B 李明玉 

3.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學校長會香港歷史問答比賽－校內賽獲獎名單： 
冠軍：6A 劉燕婷、6B 呂浩民            季軍：6A 周曉旻、6A 黃思楹、6B 盧蔚妍 
兩名冠軍將代表本校出席於二月底舉行香港歷史問答比賽-地區賽，詳情稍後公佈。 

  
二月份家長備忘二月份家長備忘二月份家長備忘二月份家長備忘            
一． 1 月 29 日(三) 

至 
2 月 8 日(六) 

• 1 月 29 日(三)至 2 月 8 日(六)   農曆新年假期 
• 2 月 7 日(五)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路得婦女團契-電影分享  時間 : 上午 9:45-11:30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 2 月 9 日( 日)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新生命新生活查經小組  - 門徒的生活原則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 :教會演講室 

  - 閒情淺道小組 –存正直的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 :1C 課室 
  - 知心友小組 - 力量之源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 :1B 課室 

二．  2 月 10 日(一) • 下學期開始 

三．  2 月 11 日(二) • 中國舞初級組於下午 3:05-4:05 在舞蹈室進行加時練習。(11/2、18/2、25/2、4/3) 
• 外籍老師英語話劇培訓班於下午 3:05-4:05 在視藝室進行訓練。 
   (11/2、18/2、25/2、4/3、11/3、25/3、1/4、8/4、29/4、13/5) 
• 游泳校隊於下午 3:30-5:00 在德藝會進行常規訓練。  
(11/2、18/2、25/2、4/3、11/3、1/4、8/4、29/4、20/5、27/5) 

四．  2 月 12 日(三) • 專注力親子小組於下午 2:35-3:35 在視藝室進行，對象為獲推薦參加的學生及其家長。 
(12/2、19/2、26/2、5/3、12/3、19/3、26/3、2/4) 

• 話劇校隊於下午 3:55-5:25 在學生活動中心進行英文音樂劇培訓班。 
 (12/2、19/2、26/2、5/3、12/3、26/3、2/4、9/4、30/4、7/5) 
• 話劇校隊青苗班於下午 2:35-3:45 在學生活動中心進行培訓。 

(12/2、19/2、26/2、5/3、12/3、26/3、2/4、9/4、30/4、7/5) 
• 籃球訓練班(A)於下午 2:35-4:00 在籃球場進行訓練。 

(12/2、19/2、26/2、5/3、12/3、26/3、2/4、9/4、30/4、7/5) 
•  延遲最後收集家長或家長認識商號捐贈的義賣物品。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馬太福音查分享小組 – 看卻看不見  時間 : 上午 9:45-11:30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五． 2 月 13 日(四) • 3B、3C 班於課堂時段進行常識科參觀活動－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 
• 乒乓球校隊於下午 3:00-5:00 在禮堂進行訓練。(13/2、20/2、27/2) 
• 管樂團於下午 3:05-4:45 在音樂室 A 進行訓練。 
 (13/2、20/2、27/2、6/3、13/3、3/4、10/4、8/5、15/5、22/5、29/5、12/6、19/6、2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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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0/2) 
• 籃球訓練班(B)於下午 3:05-4:30 在籃球場進行訓練。 

(13/2、20/2、27/2、6/3、13/3、3/4、10/4、24/4、8/5、15/5) 
 



 
六．  2 月 14 日(五) • 3A、3F 班於課堂時段進行常識科參觀活動－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 

• 第八、九節進行多元智能課（14/2、21/2、28/2、7/3、14/3） 
• 小六成長的天空輔助小組於下午 3:00-4:00 在 6D 課室進行（14/2 及 28/2） 

七． 2 月 16 日(日)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 約翰福音查經小組–耶穌使拉撒路復活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 :教會演講室 
- 閒情淺道小組 –主賜平安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 :1C 課室 

八．  2 月 17 日(一) • 下學期輔導及加強輔導教學開始  
（由 2 月 17 日至 5 月 30 日之上課天，測驗及假期暫停） 
• 下學期「課後加後站」開始，全期 32 堂，入選同學逢星期一、二、四下午 3:05-4:35 上課，

請準時出席，詳見入選通知書。 

九． 2 月 18 日(二) • 3D、3E 班於課堂時段進行常識科參觀活動－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 
• 男子籃球校隊於上午 9:30-10:20 前往土瓜灣體育館參加九龍東區學界籃球比賽(第一場)。 
• 一、四年級學生於小息時段用八達通繳交下學期學生補充津貼及冷氣費。 

十． 2 月 19 日(三) • 四至六年級週會，講座主題：健康這一家 
• 二、五年級學生於小息時段用八達通繳交下學期學生補充津貼及冷氣費。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路得婦女團契查經聚會-箴言 26 章    時間 : 上午 9:45-11:30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十一．  2 月 20 日(四) • 三、六年級學生於小息時段用八達通繳交下學期學生補充津貼及冷氣費。 
• 男子籃球校隊於上午 9:30-10:20 前往土瓜灣體育館參加九龍東區小學學界籃球比賽(第二場)。
• 田徑代表隊於下午 2:00-4:00 往斧山道運動場參加基華小學舉行金禧校慶友校接力賽。 

十二． 2 月 21 日(五) • 中國文化日，該天上學及放學時間如常，上午時段進行中國文化日活動、攤位遊戲、義
賣籌款等，學生必須帶備餐具及購物袋，以便在義賣食品及物品使用，下午為多元智能課。 

• 58 位五年級學生於下午 12:30-6:00 往高山劇場參加由觀塘民政事務處舉辦「甲午年粵劇戲
寶賀新歲暨粵劇文化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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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2 月 22 日(六) • 「家長日」，請家長帶同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依時到校面見班主任。 
• 禮堂將會舉行書展及圖書捐贈活動，歡迎參觀。 
• 「APLUS 計劃-如何提升子女自我管理及計劃能力」家長工作坊於上午 11:00-下午 1:00 在

視藝室進行，對象為獲邀出席之家長。 
• 「家長教育獎勵計劃」換領書券處設在大堂。 

十四． 2 月 23 日(日) • 家長教師會於上午 9:00-下午 4:45 舉辦親子旅遊－沙頭角有機農莊活動，請參加者準時出席。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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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2 月 24 日(一) • 家長日補假，學生停課一天。 

十六． 2 月 25 日(二)
及 26(三) 

區會學與教顧問到校探訪 

十七． 2 月 26 日(三) • 一至三年級週會時段進行中文故事演講比賽 
• 共融小組於下午 1:30-2:30 在音樂室 A 進行活動。(26/2、5/3、12/3、19/3、26/3、2/4) 
• 三、五、六年級全級於下午 2:35-3:55 需留校補課。 
   (26/2、5/3、12/3、2/4、9/4、30/4、7/5、14/5、28/5) 

十八． 2 月 27 日(四) • 1A 班已參加牙科保健之學生於上午 8:30-11:00 前往藍田牙科診所進行牙齒檢查，當天學生
需穿着體育服及帶備牙刷回校。 

• 1D 班已參加牙科保健之學生於上午 10:15-12:30 前往藍田牙科診所進行牙齒檢查，當天學
生需穿着體育服及帶備牙刷回校。 

十九． 2 月 28 日(五) • 「A PLUS 計劃-親子溝通的魔法」家長工作坊於上午 9:00-11:00 在視藝室進行，對象為獲
邀出席之家長。 

• 1B 班已參加牙科保健之學生於上午 8:30-11:00 前往藍田牙科診所進行牙齒檢查，當天學生
需穿着體育服及帶備牙刷回校。 

• 1E 班已參加牙科保健之學生於上午 10:15-下午 12:30 前往藍田牙科診所進行牙齒檢查，當
天學生需穿着體育服及帶備牙刷回校。 

• 小五、小六成長的天空輔助小組於下午 3:00-4:00 在 6D 課室進行。 

二十． 3 月 1 日(六) • 繽紛數之樂(A 組：8:45-10:15 /B 組:10:30-12:00)在 2C 課室進行。 
(1/3、8/3、15/3、29/3、12/4、26/4、3/5、10/5) 

 
請家長簽妥回條後於二月十二日交回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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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一四年  月        日  (2013/2014 第 45 號) 
      回條  
敬覆者：有關 貴校二零一四年二月十日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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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