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零 一 七 年 二 月 六 日  
    通告                           (2016/2017 第 49號)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二月份家長需留意事項通告 
 

以下通告內容就現階段而言是準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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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5 日(六)為家長日及書展，2月 27日(一)家長日補假，學生停課一天。 

 
中國文化日： 

本年度中國文化日將於 2 月 15 日（三）舉行，有關中國文化日安排如下﹕ 
 

1.  該天上學及放學的時間如常，依特別時間表進行與中國文化有關活動，故不需要帶課本，可帶輕便袋

回校。 

2.  為鼓勵同學穿著中國服參與活動，凡穿著中國服回校的同學可得「讓我高飛」貼紙乙張。 

3.  同學可帶備不多於一百元回校購買食品和義賣物品。義賣籌款活動不設找贖，請帶備輔幣回校購物，

所得款項將用作改善學校設施之用。 

4.  學生須帶備食物盒、食具及環保購物袋進行購買食品、義賣物品之用。 

5.  當天在操場家長等候區設有家長義賣區，義賣時間為上午 8:00-8:30 及下午 2:15-2:45，歡迎家長參與。 

6. 當日家長送飯時間為上午 11:30-中午 12:00。 
 

學生保健： 

學童免疫注射小組擬於 3 月 28 日(二)到校為小一及小六學童接種白喉、破傷風、無細胞型百日咳及滅活

小兒麻痺混合疫苗。針咭及打針同意書將於 2 月 13 日(一)派發，並於 2 月 15 日(三)或之前把針咭及同意

書一併交回班主任。 
 

加強輔導教學組： 

「自我增值獎勵計劃」(上學期)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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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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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子籃球校隊將於 2 月份參加九東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2. 最具潛質運動員榜：二月之星    6A 鍾   城    （田徑校隊、籃球校隊 ） 

 
訓輔組： 

上學期「盡責好學生」獲獎名單： 
1D 黃卓瑤 2A 張雪嵐 2A 張思齊 2A 高曉潼 2A 梁海蕎 2B 馮卓姿 2D 馬嘉晞 
2E 麥子軒 3B 邱宗元 3C 蘇子修 3F 梁樂言 4B 鄭淑慧 4C 王國城 5D 伍穎桐 
6A 梁樂謙 6F 儲晨峰 6F 王嘉濠         

圖書科： 
 

1.)  12 月份閱讀之星： 1B 伍彥熙、3A 孫皓楓、3A 鄧少華、3A 梁心祈、6B 吳兆聰 

2.)  12 月份班際閱讀龍虎榜： 初級組：   冠軍：1B  亞軍：3A    季軍：1C 

高級組：   冠軍：4B     亞軍：4D    季軍：6B 
 

最近獲獎消息： 

1. 男子籃球校隊於 12 月 22 日參加新野聖誕小學籃球四角賽，獲得亞軍。 

隊員名單：5B 練嘉文、5B 周鈺丰、5E 朱啟浩、5E 李柏希、5F 吳嘉樂、 

                   6A 鍾   城、6A 張家豪、6A 陳思宇、6B 陳曉峰、6B 梁智豪、6D 林希柏 

2. 男子籃球校隊參加香港中華基督青年會 YMCA 福音籃球賽 2016 獲得九龍區殿軍 

隊員名單：5A 張栢朗、5B 練嘉文、5B 周鈺丰、5E 朱啟浩、5E 李柏希、5F 吳嘉樂、5D 鄧緯業、 

                   5D 鄭天朗、 6A 鍾   城、6A 張家豪、6A 陳思宇、6B 陳曉峰、6B 梁智豪、6D 林希柏 

3. 乒乓球校隊參加滙基書院(東九龍)2016-2017 開放日乒乓球比賽獲得殿軍。 

隊員名單：4E 蘇柏羲、5A 馮偉雄、5A 李子健、5A 張栢朗、5B 陳柏喬 

4. 第 68 屆香港朗誦節比賽成績(請見附頁) 



 
請轉背頁 

 
 
 
 
二月份家長備忘 
 
一． 2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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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 課室 

二． 2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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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2 月 6 日(一) • 下學期開始，課後加油站開始。 
• 於小息時，學生可到校務處購買下學期散買字簿。 

四． 2 月 7 日(二) • 最後收集家長及家長認識商號捐贈的義賣物品。 
• 下學期「讓我高飛計劃」開始 
• 小五成長的天空強化小組將於下午 3:00-4:00 於 5F 課室進行。(7/2、14/2、28/2、7/3、28/3) 
• 中國舞低年級組於下午 3:05-4:05 留校進行加時練習。(7/2、14/2、21/2) 
• 足球校隊於下列日期及時間進行校隊訓練： 
星期二：7/2、14/2、21/2、7/3、14/3、28/3  
時 間：下午 3:05-4:35 

星期四：9/2、23/2、2/3、9/3、 23/3、30/3 
時 間：下午 3:05-4:35 

五． 2 月 8 日(三) • 四至六年級週會:店舖盜竊講座 
• 已參加河源交流團之學生，於成長課時段在自然科學室進行分享會。 
• 6A 班於課堂時段前往荃灣三棟屋博物館進行常識科參觀活動。 

六． 2 月 9 日(四) • 家長教師會於上午 10:00-中午 12:00 在視藝室進行家長興趣班-牛軋糖製作 
• 「電腦達人」學生小組於下午 3:00-4:00 在 4A 課室進行，對象為獲推薦參加的學生。 

(9/2、16/2、23/2、2/3、9/3、23/3、24/3(五)、10/4(一)) 
• 管樂團於下午 3:05-4:45 在舞蹈室進行樂團訓練。 
（9/2、16/2、23/2、2/3、23/3、30/3、6/4、4/5、11/5、25/5、8/6、15/6、22/6） 

七． 2 月 10 日(五) • 6E 班於課堂時段前往荃灣三棟屋博物館進行常識科參觀活動。 
• 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三、六年級說話技巧訓練班開始 
• 小六成長的天空強化小組將於下午 3:00-4:00 於 6C 課室進行。(10/2、17/2、24/2) 

八． 2 月 11 日(六) • 話劇校隊於上午 9:00-下午 1:00 在教會演講室進行學校戲劇節綵排。(11/2、18/2) 
• 四至六年級已報名參加「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迪士尼學習之旅」之入選同學，
於上午 8:30-下午 4:30 前往香迪士尼樂園進行參觀活動。 

• 部份基督女少年軍隊員於下午 2:00-5:00 前往油塘社區會堂進行「愛家嘉年華」活動。 
• 部份籃球校隊於上午 8:00-下午 6:00前往小西灣漢華中學參加漢華盃小學籃球邀請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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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 課室 

九． 2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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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2 月 13 日(一) • 中、英、數一至六年級輔導及中、英一至六年級加強輔導開始，詳情見相關通告。 
• 6B 班於課堂時段前往荃灣三棟屋博物館進行常識科參觀活動。 

十一． 2 月 14 日(二) 正向人生小組於下午 3:00-4:00 在 5E 課室進行，對象為由老師推薦之學生。 
(14/2、21/2、28/2、7/3、14/3、21/3) 

十二． 2 月 15 日(三) • 中國文化日：該天上學及放學時間如常，各級依安排進行中國文化日活動、攤位遊戲、
義賣籌款等，學生須帶備餐具及購物袋，方便購買盛載食品及物品。家長送飯時間更
改為上午 11:30-中午 12:00，放學後課外活動照常。 

十三． 2 月 16 日(四) • 游泳校隊上午前往九龍公園室內游泳池參加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小學聯合水運會。 
十四． 2 月 18 日(六) •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於上午 8:00-下午 1:00 參觀黃竹坑新圍。 

• 小六成長的天空戶外活動於上午 9:30-下午 4:30 在大浪灣進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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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 課室 
-小組聚會 主領嘉賓:何其穎女士 時間：下午 4:30 地點：舞蹈室 

十五． 2 月 19 日(日) • 部份六年級學生於上午 9:30-11:00 前往參加第 24 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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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2 月 20 日(一) • 6D 班於課堂時段前往荃灣三棟屋博物館進行常識科參觀活動。 
十七． 2 月 21 日(二) • 「運用正面紀律的管教技巧處理子女的行為問題」家長講座於下午 1:30-3:00 在禮堂舉行 

• 3E 班於課堂時段前往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進行常識科參觀活動。 
• 幼童軍於下午 3:00-5:30 前往香港科學館進行「超感官暴龍展」參觀活動 

十八． 2 月 22 日(三) • 一至三年級週會：減少廢物及循環再造講座 
• 3B 班於課堂時段前往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進行常識科參觀活動。 
• 6F 班於課堂時段前往荃灣三棟屋博物館進行常識科參觀活動。 
• 中國舞低年級組於下午 2:45-6:00 前往荃灣大會堂參加第 53 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 話劇校隊於下午 3:45-5:30 在教會演講室參加學校戲劇節比賽及與評判交流。 
• 社交技巧訓練班於下午 1:30-2:30(A 組)及下午 2:35-3:35(B 組:)於小組學習室進行活動，
對象為獲推薦參加學生。(8/2、22/2、15/3、22/3、29/3、5/4、26/4) 

十九． 2 月 23 日(四) • 3D 班於課堂時段前往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進行常識科參觀活動。 
二十． 2 月 24 日(五) • 6C 班於課堂時段前往荃灣三棟屋博物館進行常識科參觀活動。 



• 六年級成長的天空於下午 1:30-3:45 在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油塘青少年綜合服務中
心進行社區體驗。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於上午 9:00-下午 5:00 在將軍澳運動場舉行「第十九屆全小學區際
田徑比賽」。 

 
 
 
二十一． 

 

2 月 25 日(六) • 「家長日」，請家長帶同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依時到校面見老師。 
• 禮堂將會舉行書展及圖書捐贈活動，歡迎參觀。 
• 領袖生於家長日時段回校協助當值工作，時間請參閱通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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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室 

二十二． 2 月 26 日(日) • 家長教師會於上午 9:00-4:30 舉行「大棠有機生態園之旅」親子旅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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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 2 月 27 日(一) • 第一次家長日補假，學生停課一天。 

二十四． 2 月 28 日(二) • 3A 班於課堂時段前往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進行常識科參觀活動。 

二十五． 3 月 1 日(三) • 四至六年級週會 :城巿奇遇巡迴劇場 
• 3C 班於課堂時段前往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進行常識科參觀活動。 
• 三、五、六年級全級補課開始 

二十六． 3 月 2 日(四) • 3F 班於課堂時段前往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進行常識科參觀活動。 
 

第 68 屆校際朗誦節比賽 
中文朗誦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中文集誦隊 優良 
 

4E 羅宇晴 優良 6C 莫希敏 優良 4D 胡梓澄 良好 
3D 王馨馨 亞軍 4F 馮栩靖 優良 6C 吳瑋晴 優良 5A 楊詠琳 良好 
4A 倪琬姿 亞                                                                                                                             

 
4F 黃嘉兒 優良 6E 江祉詠 優良 5D 伍穎桐 良好 

3D 鄭耀軒 季軍 5B  張琳晞 優良 6F 廖子健 優良 5E 張心柔 良好 
1C 張鈺琪 優良 5B 吳子君 優良 1C 王靖瑜 良好 6C 梁玉妍 良好 
2E 周俙雯 優良 5E 吳泳誼 優良 2B 吳灝俊 良好 6C 龍倩婷 良好 
3A 梁家智 優良 5E 黃心怡 優良 4C 王曉晴 良好 6F 馮意晴 良好 
3B 吳芷敏 優良 5F 陳沛凝 優良 4D 凌瑋琪 良好 6F 黃芷晴 良好 
3D 伍紫晴 優良 6C 林學雯 優良 4D 孫芷珊 良好 6F 儲晨峯 良好  

英文朗誦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英文集誦隊 優良 
 

3B 廖倬祺 優良 5B 羅梓洋 優良 6B 楊雅雯 優良 
2A 杜芯妍 優良 3D 梁家瑤 優良 5B 施頌謙 優良 6B 王柏晴 優良 
2A 黃熙楹 優良 3D 嚴靖琳 優良 5E 鍾裕嘉 優良 6B 陳楚嵐 優良 
2B 羅悅心 優良 4A 黃希琳 優良 5E 張文馨 優良 6B 鍾悅晴 優良 
2B 黃善盈 優良 4A 王嘉敏 優良 6A 陳汶聰 優良 6C 梁玉妍 優良 
3A 陳康廸 優良 4A 蔡蔚然 優良 6A 張家豪 優良 6D 梁浩源 優良 
3A 莊知舟 優良 4B 鄭淑慧 優良 6A 張詠瑜 優良 6D 麥竣郎 優良 
3A 梁家智 優良 4B 林藝珊 優良 6A 吳靄凝 優良 6F 鍾梓維 優良 
3A 勞靖淇 優良 5B 鄭文珣 優良 6A 徐恩庭 優良 6F 施舜均 優良 
3B 張嘉瑜 優良 5B 練嘉文 優良 6B 施俊熙 優良 6C 岑詠霖 良好  

普通話朗誦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普通話集誦隊 優良 
 

2A 袁伊漫 優良 3E 陳蕭禧 優良 5A 巫嘉俊 優良 
2B 黃依茗 季軍 2A 梁海蕎 優良 4A 鄭子皆 優良 5A 邱皚瑤 優良 
2E 余麗莎 季軍 3A 陳一秋 優良 4A 蔡蔚然 優良 5B 鄭文珣 優良 
6B 楊雅雯 季軍 3A 黃恩祈 優良 4A 王焯琛 優良 5B 羅梓洋 優良 
1F 梁倬滔 優良 3A 葉思楠 優良 4A 陳玥 優良 6A 許芷螢 優良 
2A 周世鏗 優良 3B 張嘉瑜 優良 4B 盧俊佑 優良 6A 吳靄凝 優良 
2A 陳雅詩 優良 3B 潘樂瑤 優良 4B 鄭淑慧 優良 6B 洪巧楠 優良 
2A 劉俊樂 優良 3B 周浩煒 優良 5A 陳以澄 優良 6B 鍾悅晴 優良 
2A 梁岸然 優良 3C 向文樂 優良 5A 方穎怡 優良 2A 高曉潼 良好 
2A 王翌丞 優良 3D 王馨馨 優良 5A 何尚哲 優良 3D 林天心 良好 

 
請家長簽妥回條後於二月九日交回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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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一七年  月        日  (2016/2017 第 49 號) 
      回條  
敬覆者：有關 貴校二零一七年二月六日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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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