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零 一 七 年 五 月 四 日   
通告                        (2016/2017 第 63 號 )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 (油塘 )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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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月 2 日（星期二）起全校學生正式更換夏季校服。服飾要求如下：(詳情請參閱學生手冊 P.8) 

男生： 穿著白色短袖恤衫（連校徽）及灰色短褲 
【夏季校服須配上純白色短襪及純黑色皮鞋】 

女生： 穿著夏季校服裙 
體育服： 體育課須穿著短袖運動衣及運動褲，並配上純白色短襪及純白色運動鞋。若有需要，可加穿純白

色外套或可配上運動服外套。                               
2.) 5 月 18 日(四) 

• 六年級同學依平日返校時間返校，上午出席本會小學聯校畢業典禮，詳情見通告。 
• 三年級同學於平日上學時間返校，進行中、英、數培訓日，放學時間為上午 11:10，當天設有校車服務 

(只限於平日有乘搭校車的學生)。 
• 一、二、四、五年級同學停課，部份一、二、四、五年級獲老師推薦學生依平日返校時間回校，進行學

習程度評估，詳情見稍後通告。 
3.) 5 月 20 日(六) 
   三、六年級同學平日上學時間返校，進行中、英、數培訓日，放學時間為上午 11:10，當天設有校車服
務 

(只限於平日有乘搭校車的學生)。  
三年級基本能力評估(BCA)及六年級全港系統性評估(TSA) 

• 三年級和六年級同學分別於 5 月 5 日和 5 月 12 日課堂時段，進行中、英語文說話評估及視聽資訊評估。

兩天返學和放學安排照常。 
• 三年級和六年級同學亦會於 6 月 13 日及 14 日，進行中、英、數紙筆評估及聆聽評估。6 月 13 日一、

二、四及五年級同學停課，6 月 14 日一、二、四年級停課，詳情容後宣佈。  
學生保健 
衛生署學童免疫注射小組已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三)到校為小一及小六同學注射白喉、破傷風、無細胞

型百日咳及滅活小兒麻痺混合疫苗。（小一及小六針咭已派回給家長）  
環保校園組－環保活動 
1.) 長春社「衣」舊回收活動：於 5 月 8 日完結(詳情請參閱有關通告) 
2.) 班際最少廚餘比賽：5 月 2、4 及 5 日 (詳情請查閱有關通告) 
3.) 全校素食日：5 月 17 日  
圖書科 
1.) 3 月份閱讀之星：3A 梁心祈、3A 鄧少華、5C 袁瑞謙、6A 張詠瑜、6B 黃裕超、6B 吳兆聰 
2.) 3 月份班際閱讀龍虎榜 

初級組： 冠軍 2B 亞軍 3A 季軍 3B 高級組： 冠軍 6B 亞軍 4A 季軍 5C 
3.) 5 月 17 日遞交閱讀先鋒記錄冊，以作計算獎項。  
體育科 
1. 本年度各體育科校隊積極參加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及區會聯校比賽。現各項比賽已完滿結束了，感謝老  

師、同學付出的努力，更感謝家長的支持鼓勵參賽。參賽同學技術水平提高了，亦積累比賽經驗，期 
盼同學繼續努力，來年度再接再厲。 

2. 羽毛球校隊將於 5 月 8 日(一)參加九東羽毛球比賽，地點:土瓜灣體育館，詳見通告。 
3. 6B 董姉穎將於 5 月 21 日(日)由家長帶領出席「屈臣氏集團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6-2017」頒獎典禮，地點：

伊利沙伯體育館。 
4. 最具潛質運動員：五月之星 6A 張家豪  （羽毛球校隊、籃球、田徑校隊） 
5. 5 月 25 日(四)下午九東學體會於本校舉行周年頒獎禮。  
最近獲獎消息 
1. 第十二屆香港小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初賽) 
  銀獎：6A 潘永樂、6B 黃俊維、6B 李博謙、6B 施俊熙 
2. 第 69 屆音樂節比賽得獎名單請見附件。 
3. 本校連續十一年獲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頒發「關愛校園」榮譽 

請見背頁 



      
4. 基法話劇校隊獲學校戲劇節(小學廣東話組)以下獎項： 

傑出整體演出獎：話劇校隊 
傑出劇本獎：伍啟和主任 及 話劇校隊 
傑出男演員獎：6B 羅晴邦 
傑出舞台效果獎：話劇校隊 
傑出合作獎：話劇校隊 
話劇校隊名單： 
3A 梁家智 3A 葉思楠 3A 莊知舟 3A 伍芷漩 3B 吳昕燃 3B 廖倬祺 
3B 王子欣 3B 吳芷敏 3B 梁茵善 4A 蔡蔚然 5A 呂旻澧 5A 蔡安祐 
5B 廖家賢 5B 胡卓希 5B 鄭文珣 6A 陳汶聰 6B 黃俊維 6B 羅晴邦 
6B 陳楚嵐 6B 鄭斯允 6C 吳瑋晴 6C 梁玉妍 6C 龍倩婷 6C 葉緼庭   

五月份家長備忘 
 

一． 5 月 2 日(二) • 全校學生更換夏季校服 
• 5 月 2 日、4 日及 5 日為下學期「班際最少廚餘比賽」。 
• 開心「果」派對 

 本校已安排午膳供應商於 5 月 2 日為全校師生(包括沒有訂餐者)提供一份水果，並鼓 
 勵回家後與家人一起進食水果，將吃水果的氣氛帶回家中。 

• 「社交技巧」家長分享會於下午 1:30-3:00 在 LG 視藝室進行，對象為獲邀請參加的家長。 
• 『情緒小達人』情緒管理小組於下午 3:00-4:00 在 4A 課室進行小組活動，對象為由老

師推薦之學生。(2/5、9/5) 
二． 5 月 4 日(四) • 管樂團於下午 3:05-4:45 在舞蹈室進行樂團訓練。（4/5、11/5、25/5、8/6、15/6、22/6） 
三． 5 月 5 日(五) • 三年級同學於課堂時段進行 BCA 中國語文科、英國語文科說話評估及中國語文科視聽 

  資訊評估。 
四． 5 月 6 日(六) • 「劇場時間」中文學習小組(A 組:上午 9:00-10:30)(B 組:上午 10:45-下午 12:15)3 A 在課 

  室進行小組活動，對象為獲推薦參加學生。(6/5、13/5、20/5) 
• 下年度插班生考試，時間:上午 9:30-中午 12:00 在學生活動中心進行。 
• 六位六年級同學於下午 1:30-4:00 在本校課室，參加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舉辦第 28 
  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2017 初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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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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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竿人生小組 時間：下午 1:30 地點：教會演講室 

六． 5 月 8 日(一) • 長春社「舊」衣回收活動最後一天 
• 羽毛球校隊於上午 9:05-下午 4:45 前往土瓜灣體育館參加九東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 「舞動治療專注力訓練」課程(A:下午 3:00-3:45／B:下午 4:00-4:45)在舞蹈室進行訓

練，對象為由老師推薦之學生。 
七． 5 月 10 日(三) • 四至六年級週會：四至六年級班際歌唱比賽 

• 下學期三、五、六年級全級補課開始，詳情請查閱通告。(10/5、17/5、24/5) 
• 話劇校隊成員於下午 3:55-5:25 在學生活動中心進行培訓。(10/5、17/5、24/5) 
• 「心智解讀」小組於下午 2:30-4:00 在 2C 課室進行活動，對象為獲推薦參加的二、三

年級學生。(10/5、17/5、24/5、31/5、21/6 及 28/6) 
八． 5 月 12 日(五) • 六年級同學於課堂時段進行 TSA 中國語文科、英國語文科說話評估及中國語文科視聽 

  資訊評估。 
九． 5 月 13 日(六) • 紅十字會少年團於上午 7:45 在油塘區進行親子賣旗日。 

• 學校資訊日 
  第一場：下午 1：30-2：30       第二場：下午 3：00-4：00 
  家長可於簡介會前或後到各樓層課室參加學科活動，當天樂團參與表演活動，制服團 
  隊及服務生將參與是次活動。 
• 管樂團於下午 1:00-3:00 在 3E、3F 課室集合，並參加『學校資訊日』表演。 
• 基法校友會三人籃球比賽 
  時間：下午 1:30-4:30          地點：本校籃球場 
• 基法校友會讀書會活動(一) 
  時間：上午 10:00-11:30    地點：學生活動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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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5 月 14 日(日)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母親節主日崇拜 
   此崇拜包括於「家長教育獎勵計劃」之內，歡迎學校家長積極參與。 

 (崇拜同時設兒童主日學) 時間：上午 11: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福音電影欣賞 時間：下午 1:30 地點：教會演講室 

十一． 5 月 15 日(一) • 「專注學習有妙法」家長講座於下午 1:30-3:00 在禮堂舉行，歡迎家長出席。 
十二． 5 月 17 日(三) • 一至三年級週會：一至三年級故事演講比賽 

• 全校素食日 
• 執行技巧訓練課程(A:下午 1:15-2:30/B:下午 2:35-3:50)在視藝室進行訓練課程，對象為

由老師推薦之學生。(17/5、24/5、31/5) 
• 聯校畢業典禮表演生需留校至下午 4:45 進行綵排。 
• 截止遞交閱讀先鋒記錄冊 

十三． 5 月 18 日(四) • 六年級同學於上午時段出席本會小學聯校畢業典禮，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約

下午 1:15 返回校放學。(平日乘校車之同學返校後可乘校車放學) 
• 三年級同學於平日上學時間返校，進行中、英、數培訓日，放學時間為上午 11:10，當

天設有校車服務(只限於平日有乘搭校車的學生)。 
• 一、二、四、五年級同學停課，部份一、二、四、五年級同學獲老師推薦學生依平日

返校時間回校，進行學習程度評估。聯校畢業典禮表演生於上午 8:10-下午 1:15 前往伊

利沙伯體育館參與表演。 
十四． 5 月 20 日(六) • 三、六年級同學平日上學時間返校，進行中、英、數培訓日，放學時間為上午 11:10，

當天設有校車服務。(只限於平日有乘搭校車的學生)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周六普通話事工主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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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分享小組            時間：下午 4:30         地點：舞蹈室 

十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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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5 月 22 日(一) • 交回「閱讀先鋒獎勵計劃紀錄冊」，以作統計 
十七． 5 月 23 日(二) • 6A、 6D、 6E 班於常識課進行生活教育延伸課程。 
十八． 5 月 24 日(三) • 四至六年級週會：四至六年級故事演講比賽 
十九． 5 月 25 日(四) • 6B、 6C、 6F 班於常識課進行生活教育延伸課程。 

• 下午九東學體會於本校舉行周年頒獎禮 
二十． 5 月 27 日(六)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周六普通話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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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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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竿人生小組 時間：下午 1:30 地點：教會演講室 

 
請簽妥回條於 5 月 8 日 (一 )交回班主任。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陳副校長或有關行政負責人。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梁淑儀 ) 
       
 

二零一七年   月         日   (2016/2017 第 63 號 ) 
      回條     
敬覆者：有關  貴校二零一七年五月四日之「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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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附件請見背頁 
 

 

69 屆音樂節比賽得獎名單            附件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班別 學生姓名 成績 

5E 張心柔 鋼琴四級 冠軍 3B 蘇子龍 鋼琴三級 優良 木笛校隊 良好 

3F 姜俊嘉 鋼琴一級 亞軍 3D 鄭耀軒 鋼琴二級 優良 1D 蕭雅正 鋼琴二級 良好 

4A 黃希琳 鋼琴三級 亞軍 4A 張進靈 鋼琴四級 優良 1E 謝月遙 鋼琴一級 良好 

4F 張惜 鋼琴一級 亞軍 4B 李雋謙 鋼琴二級 優良 1E 黃聖傑 鋼琴一級 良好 

2D 林子棠  鋼琴一級 季軍 4B 林藝珊 
中文歌曲     

(女童聲)  
優良 2A 蘇紀婷 

外文歌曲

(女童聲) 
良好 

4B 林藝珊 鋼琴三級  季軍 4E 曾旭 
分級小提琴

獨奏二級 
優良 2A 張家晴 鋼琴一級 良好 

1D 黃卓瑤 鋼琴二級 優良 4F 鍾鴻傑 鋼琴三級  優良 2E 周俙雯  鋼琴二級 良好 

2A 張再臨 鋼琴一級 優良 5A 陳湋賢 鋼琴三級 優良 3A 陳康廸 鋼琴七級 良好 

2A 王翌丞 鋼琴二級 優良 5A 馮偉雄 鋼琴五級 優良 3A 楊浩恩 鋼琴八級 良好 

2A 張思齊 鋼琴二級 優良 5A 巫嘉俊 鋼琴三級 優良 4A 官巧穎 鋼琴三級 良好 

2B 黃善盈 鋼琴二級 優良 5A 蔡安祐 鋼琴四級 優良 4F 梁崇裕 鋼琴二級 良好 

2B 楊晞渝 鋼琴一級 優良 5B 劉俊宇 鋼琴三級 優良 5A 張栢朗 鋼琴五級 良好 

2D 林子棠 
外文歌曲    

(女童聲) 
優良 5F 阮舒欣 鋼琴二級 優良 5A 張永約 鋼琴五級 良好 

2E 余麗莎  鋼琴一級 優良 6A 何樂融 鋼琴五級 優良 5B 黎廣禧 鋼琴三級 良好 

2F 何樂知  鋼琴二級 優良 6B 李博謙 鋼琴四級 優良 5E 陳芷柔 鋼琴二級 良好 

2F 顏承霖  鋼琴一級 優良 6B 鍾悅晴 鋼琴三級 優良 6A 陳亦敏 鋼琴五級 良好 

3A 林晞蕾 
分級小提琴 

獨奏二級 
優良 6B 李嘉俊 鋼琴三級 優良 6A 陳汶聰 鋼琴四級 良好 

3B 歐騏鋒 鋼琴三級 優良 節奏樂隊 優良 6B 黃立信 鋼琴四級 良好 

3B 李卓謙  鋼琴一級 優良 歌詠 A組 優良 
    

3B 馬迦南 
分級小提琴     

獨奏二級 
優良 歌詠 B組 優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