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通告                            (2014/2015 第 33 號)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十十十十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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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日期修訂考試日期修訂考試日期修訂考試日期修訂：：：：    

因低年級中文集誦隊在 12 月 10 日上午比賽，而該項比賽只在該時段舉行，不能更改，故將考一提早一天舉

行，在 12 月 4、5、8、9 日舉行，詳情見相關通告。 

學生事務訊息學生事務訊息學生事務訊息學生事務訊息：：：：    

1.)由 11 月起，學生可自由換穿整齊冬季校服或夏季校服。為方便上體育課，學生可以穿著短袖運動上衣配

長運動褲。十二月一日起，全體學生必須穿著整齊冬季校服。 

男生：長袖恤衫、校呔、灰色長褲、灰襪。         

女生：長袖恤衫、校呔、校服裙、長灰襪。 

如有需要，可加穿學校指定之毛衣、背心或校褸。若天文台發出寒冷天氣警告或氣溫下降至 12°C 或以下，

可穿上純黑色、深藍色、灰色或棗紅色禦寒外衣。 

2.)六年級同學於 11 月 14 日(星期五)放學後拍攝畢業班全班照片，請六年級同學當天穿著整齊(冬)季校服 

回校，同學如有紅色冷背心，可帶備回校供拍照之用。如平日乘搭校車者，當天可乘第二輪校車放學。 
    

保健訊息保健訊息保健訊息保健訊息：：：：    

1.)  海濱家庭醫療中心職員於 2014 年 11 月 28 日到校為已繳費的同學注射流感疫苗（第二針）。 

2.)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學童注射組，將於 2014 年 12 月 18 日(四)到校為有需要的小一及個別有需要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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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童針咭暫由校方保管直至本學年結束。(疫苗接種同意書將於 2014 年 11 月 17 日(一)派發) 
 

學生書簿津貼訊息學生書簿津貼訊息學生書簿津貼訊息學生書簿津貼訊息：：：：    

學生資助辦事處於本年 10101010 月下月下月下月下旬旬旬旬發放學校書簿津貼給在 9999 月月月月 22226666 日或以前日或以前日或以前日或以前已遞交資格證明書的學生。 

書簿津貼款項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22228888 日期間日期間日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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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SFAA-TEXTBOO”或“TEXTBAA”(學校

書簿津貼和上網費津貼)和“STA”(學生車船津貼)。若申請人已提供香港流動電話號碼，該處會向合資格領

取資助的申請人發出短訊，讓其得悉有關過帳資料。如未能成功過帳，該處會以書面個別通知申請人。 
 

環保校園組訊息環保校園組訊息環保校園組訊息環保校園組訊息：：：：    

1. 為了培養學生從小養成健康飲食和環保減碳的生活習慣，本校將由 11 月開始至翌年 5 月，定每月其中一

日為「全校素食日」(請留意每月餐單)，當天午膳供應商會為學生提供兩款午餐，其中一款為素食餐。

如當天學生選擇「素食餐」或自備素食者，即可獲「讓我高飛」貼紙一張，以示獎勵。十一月份「全校

素食日」將訂於 11 月 19 日進行。藉此呼籲  貴家長鼓勵子女於「全校素食日」當天茹素，並於日常生

活中一同養成「少肉多菜」的健康飲食習慣，為地球減碳盡一分力。 

2. 為讓學生養成珍惜食物的良好習慣，本校謹訂於 11 月 24 日至 28 日進行上學期「班際最少廚餘比賽」。

詳情請見稍後通告。 
 

推廣健康校園推廣健康校園推廣健康校園推廣健康校園（（（（三三三三、、、、五年級適用五年級適用五年級適用五年級適用））））：：：：    

為培養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本校邀請香港糖尿聯會李姑娘及聯會義工到校為三、五年級學生進行健康

學習坊。希望家長與我們携手合作，作出配合，活動詳情如下： 

1.)學生會於學習坊當天(三年級：11 月 5 日/五年級 11 月 12 日)，獲發一本「健康生活手冊」，要求學生注

意均衡飲食，盡量不吃紅燈小食，多做運動等，從而幫助學生養成健康生活習慣。 

2.)懇請家長與學生分享「健康生活手冊」內的健康資訊，並抽空為同學在「健康生活手冊」上簽署確認，

以示支持。 

3.)獎勵：於「個人健康自我評估表」(手冊第 22 頁)中，平均每天得到 8-10 個“�”可得小禮物，以示鼓勵。 

4.)學生可參考校內「健康教育資料展覽」完成手冊內容。 

5.)請於 11 月 28 日把「健康生活手冊」交給班主任。 
 
訓輔組訊息訓輔組訊息訓輔組訊息訓輔組訊息：：：：    

    上學期整潔大使名單上學期整潔大使名單上學期整潔大使名單上學期整潔大使名單：：：：    

    1A  羅芷晴 1B  孫曉桐 1C  陳琳霖 1D  談宏業 1E  郭耀榮 1F  陳楚橋 

    2A  鄭淑慧 2B  陳柏朗 2C  鄭宛琳 2D  盧詠琛 2E  羅宇晴 2F  林玥彤 

    3A  林沛諺 3B  黃禮傑 3C  伍穎桐 3D  張文馨 3E  張心柔 3F  劉東炫 

    4A  黃嘉垚 4B  王宇晴 4C  馮可風 4D  羅智成 4E  盛希 4F  吳敏鍶 

    5A  鄺慧儀 5B  林子健 5C  梁婥瑩 5D  蘇以琳 5E  鄭子謙 5F  黃寶儀 

    6A  鄭博維 6B  鄭浚隆 6C  蔡舒瑤 6D  邱鎮謙 6E  楊肇珩 6F  蘇竫盈 
    

����轉轉轉轉背頁背頁背頁背頁����    



朗誦節朗誦節朗誦節朗誦節訊息訊息訊息訊息：：：：    

朗誦節報名回條及參賽通知已派發給各參賽者。同學前往比賽時必須帶備參賽通知及手冊。如因比賽與考試

時間重疊，需更改日期，請於 11 月 4 日前通知黃詩敏老師，以便向朗誦協會申請更改時間，家長需支付調

時間的行政費用。 
    
圖書科訊息圖書科訊息圖書科訊息圖書科訊息：：：：    

• 九月份閱讀之星：2B 蔡蔚然、2C 周可瑩、2C 楊嘉洪、2C 張沛林、3F 林卓藝、 

4A 陳曉峰、4A 吳兆聰、4B 黃裕超、 5A 周洛誼、5B 區凱程 

• 九月份班際龍虎榜： 高級組： 冠軍 4A 亞軍 5B 季軍 5A 

 初級組： 冠軍 2C 亞軍 2A 季軍 3F 

• 各同學可於內聯網內進行好書推介活動，每月推介兩本圖畫以上可獲讓我高飛貼紙乙張。 

步驟：校園地帶-＞我的小組-＞討論欄-＞新增標題-＞寫上書名／推介原因及讀後感-＞呈送。 
    

體育科訊息體育科訊息體育科訊息體育科訊息：：：：    

以下是有關體育科校隊之比賽、活動或訓練消息，詳情請留意日後有關之通告或向負責老師查詢： 

1.) 九東小學校際遊戲比賽代表隊於 11 月 3 日(一 )在本校操場進行加時訓練。 

2.) 九東小學校際遊戲比賽在 11 月 7 日(五)於九龍灣運動場舉行，比賽時間稍後公佈。 

3.) 本會聯校運動會在 11 月 21 日(五)在九龍灣運動場舉行。 

4.) 足球校隊在 11 月份參加九東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5.) 游泳校隊參加九東小學校際游泳比賽，女子乙組勇奪全場殿軍，成績斐然，獲隊員家長到場「打氣」，

期盼隊員繼續鍛煉，於 201 5 年 2 月 12 日區會水運會，再展潛能。 

6.) 最具潛質運動員榜：十一月之星 5B 嚴子喬 
 
宗教科訊息宗教科訊息宗教科訊息宗教科訊息：：：：    

請各家長鼓勵學生踴躍參加宗教科的校慶感恩立志徵集活動及漢語聖經協會獨誦比賽。    
  

十一月份家長備忘十一月份家長備忘十一月份家長備忘十一月份家長備忘    
    

一． 11 月 1 日(六) ˙ 繽紛數之樂(三年級)上午 8:30-10:00／(二年級)上午 10:15-11:45 在 2C 課室上課 

   (1/11、8/11、15/11、22/11、29/11) 

˙ 中文科鞏固班(二年級: 上午 9：00-10：00/一年級:上午 10：15-11：15)在 1F 課室上課。 

    (1/11、8/11、22/11、29/11) 

˙ 足球校隊於上午 9:00-10:30 在校練習，並於上午 11:40-下午 1:00 前往觀塘秀雅道足

球場參加九龍東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第一場)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第二堂(周六)崇拜 時間：下午 3: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小學生團契     時間：下午 3:00  地點：1E 課室 

二． 11 月 2 日(日) ˙ 部份田徑校隊隊員於上午 7:45-下午 1:30 前往灣仔運動場參加第一屆全港小學田徑

挑戰賽。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主日崇拜(崇拜同時設兒童主日學)       時間:上午 11: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閒情淺道小組-把問交出去/笑臉的幫助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知心友小組 – 起跌人生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1B 課室 

三． 11 月 3 日(一) ˙ 節奏樂隊於下午 3:05-4:05 在音樂 A 室進行訓練(3/11、10/11、17/11、24/11、15/12) 

四． 11 月 4 日(二) ˙ 足球校隊於上午 11:40-下午 12:30 前往觀塘秀雅道足球場參加九龍東區小學校際足

球比賽（第二場） 

˙ 歌詠校隊(低年級組)於下午 3:05-4:05 在音樂室 B 進行訓練(4/11、11/11、18/11、25/11) 

˙ 歌詠校隊(高年級組)於下午 3:05-4:05 在自然科學室進行訓練(4/11、11/11、18/11、25/11) 

 ̇乒乓球校隊於下午 3:05-5:05 在禮堂進行訓練 

(4/11、11/11、18/11、25/11、16/12/2014、6/1、13/1/2015) 

˙ 女子排球校隊於下午 3:00-4:00 在籃球場進行訓練(4/11、11/11、18/11、25/11) 

˙ 游泳校隊於下午 3:05-5:00 在德藝會室內泳池進行訓練 

(4/11、11/11、18/11、16/12/2014、6/1、13/1、20/1/2015) 

五． 11 月 5 日(三) ˙ 四至六年級週會，主題：讚放光芒 

˙ 三年級全級學生於週會時段，參加香港糖尿聯會舉辦之健康學習坊。 

˙ 三、六年級全級同學於下午 2:35-3:55 留校進行中、英、數補課，詳見通告。 

   (5/11、12/11、19/11、26/11、3/12、17/12/2014、14/1/2015) 

� 足球校隊於下午 3:55-5:25 在籃球場進行加時練習 

� 參加「觀塘倡健學校計劃」之學生於下午 2:30-4:00 在 4C 課室進行「健康特務」活

動。  (5/11、12/11、19/11、26/11) 

� 五年級成長的天空於下午 1:30-3:45 外出參加「愛心之旅－探訪獨居長者」活動 

� 專注力訓練小組組員於下午 2:00-3:00 在視藝室進行小組活動。 

   (5/11、12/11、19/11、26/11、17/12/2014、7/1、14/1/2015) 
    



        
六． 11 月 6 日(四)    ˙ 男女子籃球校隊於下午 3:05-6:00 前往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小學參加九龍東 

區學界籃球比賽。 

˙ 已報名參加五、六年級英文寫作(精英)班同學於下午 3:00-4:05 在 6F 課室上課 

( 6/11、 13/11、 2540/11、 27/11、 11/12、 18/12) 

˙ 管樂團於下午 3:05-4:45 在音樂室 A 進行訓練 

(6/11、13/11、20/11、27/11、11/12、18/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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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13/11、20/11、27/11、1/12、18/12) 

七． 11 月 7 日(五) �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遊戲比賽於九龍灣運動場舉行，本校比賽時間上午時段(下午照常

上課)，對象為已報名參加之學生。 

˙ 於第 8、9節課堂時段進行多元智能課 

(7/11、14/11、21/11、28/11/2014、16/1、23/1、30/1/2015)  

�  創意思考、玩具科學及創意科藝組同學在下午 2:00-6:00 到香港科學園參加「創意科 

   技嘉年華 2014」，下午 6:40 在學校大堂解散。 

˙ 已被老師推薦參加「社交小組」之學生於下午 3:00-4:00 在 1F 課室進行活動 

(7/11、14/11、21/11、28/11) 

� 獲選參加「溝通技巧訓練班」之五、六年級學生，於下午 3:05-4:35 上課。 

(7/11、14/11、28/11) 

˙ 英文集誦隊於下午 3:00-4:00 進行加時練習(7/11、14/11、21/11、28/11) 

˙ 六年級成長的天空組員於下午 1:30-5:00 前往美孚「黑暗中對話」體驗館，進行「黑

暗中對話」體驗活動。 

˙ 基督女少年軍隊員於下午 2:00-4:30 前往香港盲人輔導會認識視障人士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婦女路得團契 – 五行健身操   時間:上午 9:45-11:30  地點:教會演講室 

八． 11 月 8 日(六) ˙ 足球校隊於上午 9:00-11:00 在籃球場進行練習 

˙ 六年級 10 位同學在上午 8:15-下午 12:50 到聖若瑟英文中學參加小小科學家工作坊及

科學比賽。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第二堂(周六)崇拜 時間：下午 3: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小學生團契     時間：下午 3:00  地點：1E 課室 

九． 11 月 9 日(日) ˙ 已報名參加觀塘區中學巡禮 2014 之六年級家長及學生，於上午 8:15-下午 4:30 參觀

觀塘區中學(A-B 路線)。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主日崇拜(崇拜同時設兒童主日學)              時間:上午 11: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閒情淺道小組-黑暗中的亮光/勇於面對自己的過犯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十． 11 月 12 日(三) ˙ 一至三年級週會，主題：惜食講座 

˙ 五年級全級學生於週會時段，參加香港糖尿聯會舉辦之健康學習坊。 

˙ 小四成長的天空於下午 2:30-4:30 進行迎新及啟動活動，對象為小四成長的天空組員

及其家長。 

˙ 關愛小先鋒小組組員於下午 3:05-4:05 在 5D 課室進行小組活動。(12/11、19/11) 

˙ 世界數學測試於下午 2:45-5:00 在本校進行「數學科」測試。 

十一． 11 月 14 日(五) ˙ 精叻班長大挑戰（低年級）於下午 3:00-5:00 在學生活動中心進行團隊訓練工作坊。 

˙ 「學習生機」學習動機提升小組於下午 3:05-4:05 在 4F 進行小組活動。 

   (14/11、21/11、28/112014、2/1、16/1、23/1/2015) 

˙ 六年級學生放學後全班拍攝畢業照片，六年級學生穿著整齊冬季校服回校，乘搭校

車者可搭第二輪校車放學。同學如有紅色冷背心，請帶備回校以供拍照之用。 

十二． 11 月 15 日(六)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第二堂(周六)崇拜 時間：下午 3: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小學生團契     時間：下午 3:00  地點：1E 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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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11 月 16 日(日) ˙ 已報名參加觀塘區中學巡禮 2014 之六年級家長及學生，於上午 8:15-下午 4:30 參觀

觀塘區中學(C-F 路線)。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主日崇拜(崇拜同時設兒童主日學)       時間:上午 11: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閒情淺道小組-豐收之樂/穩妥的歲月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羅馬書查經小組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音樂室 

十四． 11 月 17 日(一) 派發「小一及小六學童痳疹、流行性腮腺炎及德國痳疹混合疫苗/小六學童乙型肝炎疫苗接

種」同意書 

十五． 11 月 19 日(三) ˙ 四至六年級週會，主題：多媒體創意教育活動音樂分享會 

˙ 世界數學測試於下午 2:45-5:00 在本校進行「解難分析」測試。 

˙ 小四成長的天空組員於下午 2:30-3:45 進行小組活動。 

(19/11、26/11、17/12/2014、28/1、4/2、11/2/2015)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路得婦女團契查經聚會-傳道書第 3 章   時間:上午 9:45-11:30  地點:教會演講室 

十六． 11 月 21 日(五) ˙ 小五、小六成長的天空組員及其家長於下午 3:00-4:00 在教會演講室進行結業禮。 

˙ 精叻班長大挑戰（高年級）於下午 3:00-5:00 在學生活動中心進行團隊訓練工作坊。 

˙ 區會直屬小學聯合運動會於上午 7:30-下午 4:30 在九龍灣運動場進行， 田徑校隊於

上午 7:30 在學生活動中心集合，由老師帶領前往參加比賽。 

十七． 11 月 22 日(六) ˙ 關愛小先鋒小組組員於上午 9:00-中午 12:00，前往將軍澳寶琳浸信會白普理長者鄰

舍中心探訪長者活動。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第二堂(周六)崇拜 時間：下午 3: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小學生團契     時間：下午 3:00  地點：1E 課室 

十八． 11 月 23 日(日) ˙ 已報名參加觀塘區中學巡禮 2014 之六年級家長及學生，於上午 8:15-下午 4:30 參觀

觀塘區中學(G-H 路線)。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主日崇拜(崇拜同時設兒童主日學)       時間:上午 11: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十九． 11 月 25 日(二) 於下午 3:00-5:30 在禮堂舉行「六年級自行分配學位家長會」，若家長未能出席，學生

亦需放學後留校出席升中派位簡介會。詳情請留意日後通告。 

二十． 11 月 26 日(三) 一至三年級週會，主題：健康特務 

二十一． 11 月 28 日(五) � 海濱家庭醫療中心職員於上午時段，到校為同學注射流感疫苗(第二針及補打)。 

� 三、五年級交回「健康生活手冊」給班主任。 

二十二． 11 月 29 日(六)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第二堂(周六)崇拜 時間：下午 3: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小學生團契     時間：下午 3:00  地點：1E 課室 

二十三． 11 月 30 日(日)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主日崇拜(崇拜同時設兒童主日學)         時間:上午 11: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閒情淺道小組-因耶和華歡喜以感謝為祭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請家長簽妥回條後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六日交回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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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日  (2014/2015 第 33 號) 
       回條  
敬覆者：有關 貴校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四日之「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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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