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通告                             (2014/2015 第 41 號)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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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冊上其他通知。 

    
學校近況學校近況學校近況學校近況    
• 學校校長、老師及同學剛於 11 月 25 日接受東方新地訪問，訪問內容將刊登於 12 月 8 日出版之《東

方新地》雜誌。 
 

售賣下學期課本及字簿售賣下學期課本及字簿售賣下學期課本及字簿售賣下學期課本及字簿：：：： 
• 1 月 13 日光明書局來校售賣下學期課本及補充，詳情見相關通告。 
• 1 月 27 日海興簿冊來校售賣全份字簿，詳情見相關通告。 

 
特別上課安排特別上課安排特別上課安排特別上課安排：：：：    

• 12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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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聖誕節崇拜，全體學生於上午11:10放學。 
  

訓輔組訊息訓輔組訊息訓輔組訊息訓輔組訊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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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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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學生養成倚賴的習慣。 

• 由1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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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 2014 年 12 月 18 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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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下學期接種第二次疫苗後才派回給同學。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校園校園校園校園組組組組訊訊訊訊息息息息：：：：    

• 「衣」舊回收為環保活動於 12 月 4 日結束，請家長積極支持此活動。（詳情請見早前網上通告） 

• 12 月 17 日（星期三）為十二月份「全校素食日」 
 

圖書科訊息圖書科訊息圖書科訊息圖書科訊息：：：：    
• 十月份閱讀之星： 4A 吳兆聰、4B 黃裕超、5A 周洛誼、5B 區凱程、6A 倪浩宇 
• 十月份班際龍虎榜： 高級組： 冠軍 4A 亞軍 5A 季軍 5B 
 初級組： 冠軍 1F 亞軍 2C 季軍 1B 
• 小一、二年級「閱樂無窮」口號創作比賽、小三、四年級「閱樂無窮」書籤設計比賽、小五、六

年級「閱樂無窮」海報設計比賽之截止遞交日期為 2015 年 1 月 7 日。 
• 小三、四年級親子組之金禧校慶「小圖書」創作比賽，截止遞交日期為 2015 年 3 月 6 日，詳情請

參閱比賽章程。 
 

朗誦節朗誦節朗誦節朗誦節訊息訊息訊息訊息：：：：    

• 參加朗誦比賽的同學須帶參賽通知及學生手冊，由家長陪同準時到比賽場地進行比賽，並在比賽

完結後取回成績單，交訓練老師收集及登分。 
• 參加第 66 屆學校朗誦節集誦比賽日期：中文集誦 10/12(三)上午、普通話集誦 6/12(六)上午。        
河源交流團河源交流團河源交流團河源交流團訊息訊息訊息訊息：：：：    
• 家長簡介會 

日期：2014 年 12 月 18 日(四)      地點：學生活動中心       時間：晚上 6:30-7:30 

 備註：參與學生於該日放學後(3:05-6:30)留校進行分組活動及交流訓練，並與家長一同出席晚上 

6:30 河源交流團家長簡介會 
• 培訓及分享活動 

 培訓活動 1 培訓活動 2 分享會 
日期﹕ 12 月 10 日（星期三） 12 月 18 日（星期四） 1 月 14 日（星期三） 
時間﹕ 1:25pm – 2:25pm 4:05pm – 6:30pm 1:25pm – 2:25pm 
地點﹕ 自然科學室 自然科學室 自然科學室 
備註﹕  1. 當天學生需留校，出席晚上的家長簡介會 

2. 當天活動流程將另行通知 
 

請家長儘量安排  貴子弟出席上述之培訓活動，如未能出席者，必須事前通知鄭建成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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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至六年級學生會於 12 月初課堂時間內進行中文打字評估，若未能達標，學生必須要在長假期內回

校參加倉頡打字進修班，費用全免，第一場進修班在 12 月 22、23 日上午 9:30-11:00 或下午 2:00-3:30

舉行，預定對象為六年級學生。若學生未能在聖誕假期出席，則會被安排在復活節假期返校參加進

修班。參加者將收到出席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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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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徑校隊 12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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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為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學校主委之一，幼童軍、紅十字會、基督少年軍、基督女少年軍及

體育科服務生將擔任大會服務生。 
3. 部分男女子籃球隊隊員於 12 月 13 日(六)，將參加「第七屆華山盃 3 on 3 小學籃球邀請賽(第一回)」，

地點為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詳情見稍後通告。 
4. 最具潛質運動員榜：十二月之星 吳愷家(游泳校隊)  
5. 部分獲推薦學生於 12 月 13 日(六)，將參加「無毒人人愛-滅罪禁毒鬥一番」活動，地點為本校操場，詳

情見稍後通告。 
  

宗教科訊息宗教科訊息宗教科訊息宗教科訊息：：：：    
1. 請各位同學及家長踴躍參加「親子立體禮物/立體生日咭設計比賽」，截止日期為 12 月 15 日(一)。 
2. 「難忘生日片段賀耶誕」基法金禧校慶之相片收集截止日期為 12 月 15 日(一) 。 
3. 漢語聖經協會普通話的朗誦示範已上載宗教科學科網頁上，參加同學需在假期勤加練習及背誦誦材。 
4. 由本學年開始，宗教科考試安排在期考第四天進行，六年級第一次考試及五年級第二次宗教科考試

在課堂進行，敬請留意。 
5. 基督小精兵之「背經訓我至叻」各班名單： 

一年級 1A 劉恩樂 1B 蘇嘉儀 1C 陳恩熙 1D 梁茵善 1E 李卓謙 1F 歐騏鋒 
二年級 2A 馮健樂 2B 鄧劭忠 2C 馬卓嗚 2D 郭玉葉 2E 羅宇晴 2F 張廣謙 
三年級 3A 張永約 3B 勞靖祈 3C 黃啟熙 3D 郭梓澄 3E 鄭天朗 3F 陳沛凝 
四年級 4A 梁洛謙 4B 董姉穎 4C 何嘉慧 4D 黃晉彥 4E 潘駿儒 4F 龍倩婷 
五年級 5A 段心怡 5B 廖嘉寶 5C 黃以諾 5D 蘇以琳 5E 王雅妍 5F 鄧培森 
六年級 6A 林雅晴 6B 李浚傑 6C 何聲宇 6D 劉詰絺 6E 許慧萍    6F 何建達 

   以上學生協助班中宗教科活動的推行。  
中文科訊息中文科訊息中文科訊息中文科訊息：：：：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獲獎名單：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良 
初級組 2F 林玥彤 1F 陳楚橋 2E 區展諭 1A 施惠瑄 1B 盧梓悠 1C 陳一秋 1D 李嘉維 1E 孫皓楓 

2A 吳柏琪 2B 陳柏朗 2C 鄭宛琳 2D 鄺琛沛  
中級組 4A 許芷螢 4F 王嘉濠 3C 陳可琪 3A 黎廣禧 3B 曾晞雯 3D 張文馨 3E 陳鉻澄 3F 張璟泓 

4B 陳卓怡 4C 謝子曈 4D 顧雪盈 4E 梁智豪  
高級組 6C 蔡舒瑤 6B 巢梓珊 6E 羅寶儀 5A 吳柏誼 5B 周嘉淇 5C 陳靜嵐 5D 蘇以琳 5E 童巧兒 

5F 許俊雄 6A 施佩希 6D 陳頌文 6F 陳慧淇  
    

英英英英文科訊息文科訊息文科訊息文科訊息：：：：    
英文硬筆書法比賽獲獎名單：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良 
初級組 2E 區展諭 2A 蘇詩楹 2B 林藝珊 1A 溫英豪 1B 盧梓悠 1C 馬若嵐 1D 許蒼晉 1E 陳楚橋 

2C 鄭宛琳 2D 盧詠琛 2F 徐俊扉   
中級組 4A 張詠瑜 4E 梁智豪 3B 黃昹晞 3A 關禮晴 3C 陳可琪 3D 何樂琳 3E 張心柔 3F 郭祉瑩 

4B 陳楚嵐 4C 馮可風 4D 鍾希悅 4F 梁家琦  
高級組 5B 曾思思 6B 麥依愛 6C 周芷晴 5A 王家健 5C 黃嘉悅 5D 蘇以琳 5E 黃子健 5F 鄭思琦 

6A 黃樂陶 6D 陳頌文 6E 羅寶儀 6F 蘇竫盈  
    

最近獲獎訊息最近獲獎訊息最近獲獎訊息最近獲獎訊息：：：：    

1. 10 月 14 日游泳校隊參加九龍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成績見附件一。 

2. 6A  黃晉龍被學校推薦參加「2014 第六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並獲主辦機構頒獎狀乙張及獎學金。 

3. 第 66 屆學校朗誦節集誦比賽英詩集誦獲季軍之成績。 
  
十二月份家長備忘十二月份家長備忘十二月份家長備忘十二月份家長備忘        
一． 12 月 1 日(一) • 正式更換冬季校服 

• 上學期功課輔導及加強輔導已經完結。 
• 普通話集誦隊於下午 3:00-4:05 留校進行加時練習，平日乘校車之同學可乘搭第二輪

校車放學。 
• 提前考試在上午 8:25-9:00 進行 

二． 12 月 2 日(二) • 提前考試在上午 8:25-9:00 進行 
三． 1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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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定 12 月 3 日下午 2:30-3:55 三、六年級補課，因考試前放早，改在 12 月 10 日下午
2:30-3:55 進行。 

四． 12 月 4 日(四) • 一至六年級第一次考試，上課時間如常，放學時間則提早在 11:10。 
五． 12 月 5 日(五) • 一至六年級第一次考試，上課時間如常，放學時間則提早在 11:10。 

• 「衣」舊回收為環保活動結束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路得婦女團契－DIY 絲襪花   時間：上午 9:45-11:30  地點：教會演講室 

六． 12 月 6 日(六) • 普通話集誦隊於上午 8:00-10:45 前往何文田包美達社區中心參加學校誦節普通話集
誦比賽。 

• 6A  黃晉龍同學於上午 10 時正前往香島中學禮堂領取「2014 第六屆優秀小學生獎 
 勵計劃」獎狀及獎學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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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12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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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真誠友誼/從讚美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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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室 

八． 12 月 8 日(一) • 一至六年級第一次考試，上課時間如常，放學時間則提早在 11:10。 

九． 12 月 9 日(二) • 一至六年級第一次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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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禮堂進行第二次領袖生培訓 
• 中文集誦校隊於上午 11:10-下午 12:30 留校進行加時練習，平日乘校車之同學可乘第

二輪校車放學。 

十．  12 月 10 日(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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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17/12/2014、14/1/2015) 
• 中文集誦校隊於上午 8:15-下午 12:30 前往何文田包美達社區中心禮堂，參加香港學

校朗誦節一、二年級集誦比賽。 
• 已報名參加「河源的水利建設及環境保育交流團」之學生於下午 1:25-2:25 在自然科

學室進行培訓活動。 

十一． 12 月 11 日(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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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2、 18/12) 

˙ 管樂團於下午 3:05-4:45 在音樂室 A 進行訓練(11/12、18/12) 

十二． 12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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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5 位同學於上午 8:45-下午 4:45 前往馬灣挪亞方舟參加挪亞方舟戶外拓展訓練 

十三． 12 月 13 日(六) • 18 對學生及家長於上午 9:30-11:30 在電腦室參加家長教師會舉辦之親子電子相簿製 作班。 
• 12 對親子義工於下午 1:30-5:00 為瑪嘉烈戴麟趾紅十字會學校籌辦及進行攤位遊戲。 
• 部份六年級學生及家長於上午 7:50-下午 12:15 前往扶輪中學參加區會中學巡禮。 
• 部份獲推薦之學生將參加「無毒人人愛-滅罪禁毒鬥一番」活動，地點：本校操場， 

詳情見稍後通告。 
• 部份男女子籃球校隊隊員將參加「第七屆華山盃 3 On 3 小學籃球邀請賽(第一回)」， 

地點為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詳情見稍後通告。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第二堂(周六)崇拜(崇拜同時設小學生團契) 主題：不要憂慮 講員：周詠琴姑娘 
 時間：下午 3: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此崇拜可獲基法小學(油塘)「百分百家長獎勵計劃」5 個學分，歡迎學校家長積極參與。 

 -小學生團契     時間：下午 3:00    地點：1E 課室 

十四． 12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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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十五． 12 月 15 日(一) •  截止遞交親子立體禮物／立體生日咭設計比賽作品 
•  節奏樂隊於下午 3:05-4:05 在音樂 A 室進行訓練 
•  截止收集「難忘生日片段賀耶誕」基法金禧校慶之相片 

十六． 12 月 16 日(二) ˙ 家長教師會於上午 9:00-11:00 在視藝室舉辦家長興趣班-編織頸巾(只限已入選的家
長參加) 
 ̇乒乓球校隊於下午 3:05-5:05 在禮堂進行訓練(16/12/14、6/1、13/1/15) 
 ̇游泳校隊於下午 3:05-5:00 在德藝會室內泳池進行訓練(16/12/14、6/1、13/1、20/1/15) 

十七． 12 月 17 日(三) ˙ 一至三年級週會講座，主題：Cosplay 唱遊影院 
˙ 十二月份「全校素食日」 
˙ 小四成長的天空組員於下午 2:30-3:45 在 4D 課室進行小組活動。 

(17/12/14、7/1、14/1、28/1、4/2、11/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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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2/14、7/1、14/1/15) 
˙ 「初小班長成效檢討日」於下午 2:30-3:30 在學生活動中心進行。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路得婦女團契查經聚會－傳道書第 4 章 時間：上午 9:45-11:30 地點：教會演講室 

十八． 12 月 18 日(四) •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學童注射組姑娘於上午時段，到校為有需要之一、六年級
同學注射疫苗。 

• 已報名參加「河源的水利建設及環境保育交流團」之學生於下午 3:05-6:30 留校
進行分組活動及交流訓練，並於下午 6:30-7:30 與家長在學生活動中心出席河源
交流團家長簡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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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12 月 19 日(五) • 祝誕及聖誕聯歡，學生上課時間如常，放學時間:上午 11:10。學生需穿整齊運
動校服回校，不用帶功課及課本，需帶手冊。 

二十． 12 月 20 日(六) • 小四成長的天空挑戰日營暨家長工作坊於上午 9:00-下午 4:45 在賽馬會大棠渡
假營進行，詳見稍後發出之通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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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 12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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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 12 月 22 日(一)

至 1 月 1 日(四) 

聖誕及新年假期 

二十三． 12 月 25 日(四)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 聖誕崇拜及兒童祝誕聚會 時間 : 上午 11:00-12:15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此崇拜可獲基法小學(油塘)「百分百家長獎勵計劃」5 個學分，歡迎學校家長積極參與。  
-下午祝誕聚會 時間 : 下午 1:45-3:00 教會演講室 

二十四． 12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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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 1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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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 尼希米記查經小組   時間：下午 1:30-3:00 地點：舞蹈室 

二十六． 1 月 2 日(五) ˙ 照常上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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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6/1、23/1/2015) 

 

2014-2015年度九龍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游泳校隊成績 

組別 項目 組員 成績 

男甲 團體 6B鍾子彥、6B洪嘉恩、6B李景俊、6B 王子浩、6C洪智浩、6D葉沛然、6E鄭珉軒、6E楊肇珩 第五名 

男乙 團體 3B張栢朗、3E袁瑞謙、4A羅晴邦、4B 陳衍希、4B雷焯傑、4E蔡君亮 第九名 

女乙 團體 4B吳愷家、4B 董姉穎、4F葉媼庭、5A 許芷晴、5B嚴子喬 殿軍 

 

 
請家長簽妥回條後於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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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一四年  月        日  (2014/2015 第 41 號)   

  回條                       
敬覆者：有關 貴校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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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 項目 姓名 成績 組別 項目 姓名 成績 

男甲 
100m蛙泳 

6B洪嘉恩 殿軍 
女甲 

100m蛙泳 6D楊芊臻 第九名 

 

6B王子浩 第七名 50m背泳 6A施佩希 第十一名 

100m自由泳 6D葉沛然 第十一名 

女乙 

100m自由泳 
5B嚴子喬 殿軍 

50m蛙泳 6B洪嘉恩 第五名 4B董姉穎 第八名 

50m自由泳 6E鄭珉軒 第十名 
50m蛙泳 

4B吳愷家 亞軍 

50m背泳 
6B鍾子彥 第七名 5A許芷晴 第八名 

6E鄭珉軒 第八名 50m自由泳 5B嚴子喬 冠軍 

4x50m  

自由接力 

6B鍾子彥、6B李景俊、
6B王子浩、6C洪智浩、
6E鄭珉軒、6E楊肇珩 

第八名 

50m背泳 4B董姉穎 季軍 

4×50米 

自由接力 

4B吳愷家、4B董姉穎、
4F葉媼庭、5A許芷晴、
5B嚴子喬 

殿軍 

男乙 100自由泳 3E袁瑞謙 第八名 

 

50m蛙泳 3E袁瑞謙 第九名 

4x50m  

自由接力 

3B張栢朗、3E袁瑞謙、
4A羅晴邦、4B陳衍希、
4B雷焯傑、4E蔡君亮 

第八名 

附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