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零 一 九 年 二 月 一 日   
    通告                            (2018/2019 第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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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日(六)為家長日及書展 
 3月 4日(一)為自定假期，學生放假一天。 
 因高年級歌詠組在 3 月 21 日進行校際音樂節比賽，六年級呈分試改在 3月 22、25、26、27 日進行。 

一至五年級測驗在 3月 22、25日進行。詳情見稍後通告。 
 

中國文化日： 
本年度中國文化日將於 2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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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不需要帶課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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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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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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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 2 月 15 日。 
  

學生保健： 

1. 學童免疫注射小組已於 1 月 31 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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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咭會由校方保管，待下學期打針後才交回給家長。 

2. 2019 年 2 月 22 日 1D 班於課堂時段外出牙科檢查。 
  

加強輔導教學組： 

「自我增值獎勵計劃」(上學期)獲獎名單： 

銅獎 1B 黃泓曦 1D 楊芷晴 1E 楊以行 5C 莊旻慧 5E 洪芷娸 5F 羅祖玲 5F 黎浚傑 
 6D 華國軒             

銀獎 1C 周子晴 5E 吳子詠 5E 譚森怡 5F 方曉嵐 5F 李震昇 6C 崔健成 6D 姚梓聰 
 6E 周嘉易             

金獎 2C 洪唯恒 2C 許文迪 2C 郭曉悠 2D 何心言 2D 洪誠謙 2D 謝家豪 2D 謝承熹 
 2E 吳騏丞 2E 余佾潼 2F 陳英慧 3C 韓信寶 3D 戴鎧澄 3D 黃智豪 3E 鄧兆軒 
 3E 梁虹 3F 劉殷昌 3F 葉城浚 4D 盧鋐晉 4D 區嘉樺 5C 陳澤豐 5C 陳浚成 
 5C 蔡沛羲 5C 李卓彤 5C 葉曉賢 5D 蘇嘉儀 5D 廖紫呈 5D 盧凱欣 5D 李家康 
 5D 張梓健 6C 李嘉軒 6E 林彥熙 6E 黎逸軒 6F 王綽暉     

  
環保校園組： 

「惜食多 FUN 獎勵計劃」將於 2 月 15 日完結，請家長協助學生統計貼紙和簽名數量，並於 2 月 18 日交回班

主任處理。(詳情請見早前網上通告) 
  

音樂科： 

第 71 屆音樂節比賽參賽通知已派發給各參賽同學，請按通知日期、時間及地點，並帶備參賽通知、學生手冊

及樂譜正本，前往指定場地進行比賽。 
  

常識科： 

下學期常識科網上自學平台「十分科學」將於 2 月 1 日開始。 
  

圖書科訊息： 
1.) 一至六年級「悅愛閱讀、愈讀愈愛」比賽作品截止遞交日期為二月二十二。詳情請細閱有關章程。 
2.) 十二月份閱讀之星：1F 張皓南、2B 周逸沛、4A 吳灝俊、4A 張雪嵐、4D 陳皓風、5B 江政然 
3.) 十二月份班際龍虎榜： 高級組： 冠軍 5A 亞軍 5B 季軍 6B 

 初級組： 冠軍 1B 亞軍 2B 季軍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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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份參加九東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2. 6B 蘇詩楹獲「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8-19」，並於 1 月出席領袖才能工作坊及 6 月的頒獎典禮。 

3. 最具潛質運動員榜：二月之星       6A 張子晴         （田徑校隊、籃球校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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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輔組： 

上學期「盡責好學生」獲獎名單： 
1A 黃凱怡 2B 張愷棋 2D 謝承熹 3B 黃卓瑤 4A 羅芷菁 5F 廖文瑜 6A 盧俊佑 
1A 楊穎珈 2B 周逸沛 2D 黃晞桐 3C 伍漾弦 4B 洪思蕾 5F 伍正曜 6A 林玥彤 
1D 沈宥聰 2C 吳鳴琳 3A 趙浚彥 3D 莊梓煒 4E 羅芷茵 6A 李焯熹   
2A 陳清瑜 2C 吳穎蓁 3A 葉俊延 3F 吳家琳 5B 盧梓悠 6A 區慧然   
2B 韓東澤 2C 謝羨怡 3B 張雪晴 4A 張雪嵐 5C 蕭明慧 6A 倪琬姿   
2B 何健雅 2D 歐浩林 3B 林榮陞 4A 張皓揚 5E 洪咏詩 6A 周凱婷   

  
最近獲獎消息： 

1. 女子籃球校隊參加九龍真光盃女子籃球邀請賽碟賽獲季軍。 

隊員名單：4E 成芯弦、5D 林塏嵐、5F 馮楉喬、6B 梁睿敏、6F 張闡心 

2. 男子籃球校隊參加匯基書院(東九龍)開放日籃球比賽獲亞軍 

隊員名單：6A 鍾德曦、6C 蔡梓希、6D 許顯熙、6E 周駿棋、6F 文浚熙、6F 楊嘉洪 

3. 男子足球校隊參加匯基書院(東九龍)開放日足球比賽獲亞軍 

隊員名單：6A 鄧劭忠、6A 譚皓文、6B 吳卓軒、6B 葉景榮、6C 周然亮、6C 蔡梓希、6D 馮子俊、 

                   6D 黃鍶樂、6D 莊沛鑫、6E 郭彬斌、6F 楊嘉洪 

4. 男子籃球校隊參加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三中學「圓玄三中盃區際小學籃球邀請賽」獲季軍。 

5. 隊員名單：4B 施棋政、5B 譚畯仁、5F 李政和、6A 鍾德曦、6B 蘇曉鋒、6C 蔡梓希、6D 許顯熙、 

                   6E 周駿棋、6F 文浚熙、6F 楊嘉洪 

6. 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獲獎名單： 

最具責任心獎： 6D 蔡蔚然       最積極參與獎： 6A 黃梓鋒 

最樂於助人獎： 6B 鄭子皆       最以禮待人獎： 6F 岩井瞳 

7. 世界數學測試獲奬名單： 

雙優成績 

(數學科、解難分析科) 

5A 楊尚霖、5A 鄭焯恆、5B 吳昕燃、6A 莫凱嵐、6A 鍾德曦、6A 黃晟瀚、 

6B 王嘉敏、6B 莫凱壹、6B 陳柏朗、6D 張沛林 

數學科優異: 5A 周浩煒、5A 曹鈺昆、5A 陳康廸、5B 尹天穎、5B 林靖凱、5B 簡景陽、 

5B 邱宗元、6A 劉芯怡、6A 譚皓文、6A 鄧穎烯、6B 吳卓軒、6B 張栢誠、 

6E 鄭皓匡 

解難分析優異： 5B 張殷銘、5E 羅賀藍、6B 李雋謙、6B 蘇曉鋒 

8. 第 70 屆香港朗誦節比賽成績(請見附頁) 
 
二月份家長備忘 
 
一． 2 月 1 日(五) 區會聯校教師發展日，學生停課一天。 
二． 2 月 2 日(六) • 「劇場時間」中文學習小組於上午 11:30-下午 12:30 在 2F 課室進行活動。 

  (2/2、16/2、23/2、9/3、16/3、30/3、6/4、13/4)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周六普通話事工主題活動-讚美操 時間：下午 3:00 地點：舞蹈室 
-小學生聚會 時間：下午 3:00 地點：1D 課室 

三． 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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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2 月 4 日(一)
至 

2 月 13 日(三) 

• 農曆新年假期 
• 以下活動將於農曆假期期間進行： 
話劇校隊綵排 男女子籃球校隊訓練 
日期：11/2、12/2   
時間：上午 9:00-下午 1:00 及下午 2:00-5: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日期：11/2、12/2、13/2 
時間：下午 2:00-5:00 
地點：鯉魚門體育館／本校籃球場 

五． 2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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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生聚會 時間：下午 3:00 地點：1D 課室 

六． 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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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2 月 14 日(四) • 照常上課 
• 4A、4D 同學於課堂時段，前往香港歷史博物館進行常識科參觀活動。 
• 羽毛球校隊於下午 3:05-4:35 在禮堂進行下學期訓練。 
 (14/2、21/2、28/2、7/3、11/4、2/5、9/5、16/5、23/5) 
• 方舟女子壘球隊於以下日期及時間在 LG 操場進行訓練： 
星期二：29/1、19/2、26/2、5/3、12/3、19/3、26/3、2/4、9/4、30/4 (下午 3:00-5:00) 
星期四：14/2、21/2、28/2、7/3、11/4、2/5、9/5、16/5、23/5 (下午 3:00-5:00) 
• 足球校隊於下午 3:05-4:45 在籃球場進行訓練： 
 星期二：19/2、26/2、5/3、12/3、26/3         星期四：14/2、2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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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2 月 15 日(五) • 「友愛伴我行」情緒社交小組於下午 3:00-4:05 在 1B 課室進行活動。 

   (15/2、22/2、1/3、8/3、15/3、29/3、12/4、3/5) 

• 「青春事件簿」成長小組於下午 3:00-4:00 在 4D 課室(男)及 4E 課室(女)進行小組活動。 

   (15/2、22/2、1/3、8/3、15/3、29/3) 

• 話劇青苗校隊於下午 3:05-4:05 在學生活動中心進行訓練。 

  (15/2、22/2、1/3、8/3、15/3、29/3、12/4、3/5、10/5、17/5) 
九． 2 月 16 日(六) • 「親子遊戲工作坊於上午 9:30-下午 12:30 在本校學生活動中心，對象為已接納參加之

一、二年級學生及家長。 

• 紅十字會少年團於上午 10:30-中午 12:00 在視藝室進行訓練。 

(16/2、23/2、9/3、16/3、30/3、6/4、13/4、4/5、11/5、18/5) 

• 話劇校隊於上午 9:00-下午 1:00 在教會演講室進行加時練習。(16/2、23/2) 

• 請家長統計貼紙及簽名數量，並填寫在封面上，並於 2 月 18 日「惜食日記」交回班

主任作統計。 

• 田徑校隊於下列日期及時間進行訓練: 

  一至三年級： (三) 27/2、6/3、20/3、27/3、3/4、8/5、15/5、

22/5 

3:05-5:15 本校 

籃球場 

(六) 16/2、23/2、9/3、16/3、30/3、6/4、13/4、

4/5、11/5、18/5、25/5 

2:30-4:00 將軍澳 

運動場 

 四、五年級： (一) 18/2、25/2、11/3、18/3、1/4、8/4、15/4、

29/4、6/5、20/5 

3:05-5:05 本校 

籃球場 

(六) 16/2、23/2、9/3、16/3、30/3、6/4、13/4、

4/5、11/5、18/5、25/5 

2:30-4:00 將軍澳 

運動場 

•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 

-周六普通話事工主題活動-讚美操 時間：下午 3:00 地點：舞蹈室 

-小學生聚會 時間：下午 3:00 地點：1D 課室 

-婦女小組聚會 主領嘉賓:何其穎女士 時間：下午 4:30 地點：舞蹈室 
十． 2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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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2 月 18 日(一) • 下學期課後加油站開始 

• 下學期輔導及加強輔導開始 

• 英文布偶劇校隊於下午 3:05-4:05，在英語室進行排練。(18/2、25/2、11/3、18/3) 
十二． 2 月 19 日(二) • 專注力訓練小組於下午 3:00-4:00(A 組)或下午 4:00-5:00(B 組)，在視藝室進行小組活動。 

(22/1、29/1、19/2、5/3、12/3、19/3、26/3、2/4、9/4、30/4) 

• 「減壓小專家」壓力管理小組於下午 3:00-4:00，在圖書館進行小組活動。 

(22/1、29/1、19/2、26/2、5/3、12/3) 
十三． 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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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話劇校隊於下午 3:55-5:25 在學生活動中心進行訓練。 

(20/2、27/2、6/3、20/3、27/3、3/4、8/5、15/5、22/5) 

• 參加了河源交流的 40 位小六同學，將由四位領隊老師帶領下，在禮堂向全校同學作

專題匯報，分享他們交流時的所見所聞。 
十四． 2 月 21 日(四) • 管樂團於下午 3:05-4:45 在舞蹈室進行樂團訓練。 

(21/2、28/2、7/3、14/3、28/3、11/4、2/5、9/5、16/5、23/5、30/5、13/6、20/6、27/6) 
十五． 2 月 22 日(五) • 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三至六年級「說話技巧訓練班」於下午 3:00-4:30 上課。 

(22/2、1/3、8/3、15/3) 

• 1D 同學於課堂時段，前往藍田牙科診所進行牙齒檢查。 

• 截止遞交「悅愛閱讀、愈讀愈愛」比賽作品 
十六． 2 月 23 日(六) • 「親子遊戲工作坊」於上午 9:30-下午 12:30 在本校學生活動中心，對象為已接納參加

之三、四年級學生及家長。 

• 中文科基礎班(下學期)於上午 9:00-10:00(二年級)/上午 10:15-11:15(一年級)，在 1F 課室

上課。(23/2、9/3、16/3、30/3、6/4、13/4、11/5、18/5) 

• 本校4位同學於上午9:00-下午1:00，前往文理書院(香港)參加第五屆魔力橋(Rummikub)

小學邀請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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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生聚會 時間：下午 3:00 地點：1D 課室 

十七． 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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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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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2 月 25 日(一) • 話劇校隊於上午 8:00-下午 4:00，進行學校戲劇節總綵排及參加戲劇比賽，地點:教會演講室。 

十九． 2 月 26 日(二) • 「認識及關注子女精神健康」家長講座(低年級)於下午 1:30-3:00 在禮堂舉行。 

二十． 2 月 27 日(三) • 三、五、六年級同學於下午 2:35-3:55 留校進行中、英、數補課，詳情見通告。 
(27/2、6/3、13/3、27/3、3/4、8/5、15/5、22/5、29/5) 

二十一． 2 月 28 日(四) • 「認識及關注子女精神健康」家長講座(高年級)於下午 1:30-3:00在禮堂舉行。 

二十二． 3 月 1 日(五) • 游泳校隊將出席區會聯校水運會，詳情見稍後派發之通告。 

二十三． 3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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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部份六年級學生於下午 2:00-5:00 進行 2019 香港小學數學精選拔賽。 
• 方舟女子壘球隊於上午 8:45-下午 6:00，前往香港壘球總會參加「第二屆少年軟式壘球 
    (TEEBALL)分齡賽」初賽。 

二十四． 3 月 3 日(日) • 部份五、六年級學生於下午 2:00-4:00進行第 26屆香港小學奧林匹克比賽。 
• 方舟女子壘球隊於上午 8:45-下午 6:00，前往香港壘球總會參加「第二屆少年軟式壘球 
   (TEEBALL)分齡賽」複賽。 
• 少年警訊會員於上午 11:00-下午 4:00，前往九龍塘逹路創新中心參加網路安全運動-「網樂 
    teen 才嘉年華」。 
• 家長教師會於上午 9:00-下午 5:00 舉行家教會親子旅行-「上水河上鄉豆品場、濕地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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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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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軍 
 

2B 李可陶 優良 4D 蕭逸晴 優良 6F 羅宇晴 優良 

2B 張愷棋 亞軍 2C 辜浩然 優良 4E 郭德謙 優良 1A 吳諾童 良好 

4E 吳瑋蕎 季軍 2D 蕭婉清 優良 4F 周俙雯 優良 3F 吳家琳 良好 

1A 譚雅柔 優良 2D 衛愷晴 優良 5C 梁樂言 優良 4D 袁伊漫 良好 

1A 黃語芊 優良 3F 陸喜兒 優良 5C 伍紫晴 優良    

2A 周欣澄 優良 4C 林子棠 優良 6A 倪琬姿 優良    

2A 韓苡晴 優良 4C 吳康齊 優良 6D 陳卓希 優良    

2A 吳心瑤 優良 4C 葉曉悠 優良 6D 盧筠婷 優良    

2B 程芷瑩 優良 4D 林子媛 優良 6E 李靖琪 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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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 李育瑤 優良 5B 莊知舟 優良 6B 劉希桐 優良 

2B 張愷棋 亞軍 4A 陳雅詩 優良 5B 駱嘉琳 優良 6B 王嘉敏 優良 

3B 梁森怡 亞軍 4A 馮卓姿 優良 5B 王子欣 優良 6B 鄒敏浠 優良 

3A 關沛妍 季軍 4A 李卓蕎 優良 5B 葉思楠 優良 6D 蔡蔚然 優良 

4A 陳希瞳 季軍 4A 丁珈瑤 優良 5C 洪巧盈 優良 6E 伍晉葉 優良 

5A 梁家智 季軍 4B 蘇紀婷 優良 5C 伍紫晴 優良 1E 辜卓然 良好 

2B 崔毅朗 優良 4D 簡銘基 優良 5C 施惠瑄 優良 2B 林紀燑 良好 

2B 何健雅 優良 4D 吳宗達 優良 5E 洪咏詩 優良 4C 吳心妤 良好 

3A 林 琳 優良 5A 陳康廸 優良 5E 羅賀藍 優良    

3A 林籽言 優良 5A 周浩煒 優良 5F 吳子瑩 優良    

3A 羅日誠 優良 5A 林子絢 優良 6A 倪琬姿 優良    

3A 黃嘉謙 優良 5A 勞靖淇 優良 6A 黃穎怡 優良    

3B 布旼殷 優良 5A 伍芷漩 優良 6B 鄭子皆 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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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F 譚向晴 優良 3B 張雪遙 優良 5B 張殷銘 優良 

3B 陳穎儀 冠軍 2A 陳俊傑 優良 4A 劉天瑜 優良 5B 郭卓妮 優良 

5B 王子欣 亞軍 2A 李研菁 優良 4B 羅梓洛 優良 6A 鄭淑慧 優良 

4A 何寶如 季軍 2B 崔毅朗 優良 4B 王翌丞 優良 6A 王焯琛 優良 

5A 周浩煒 季軍 2B 何健雅 優良 4B 黃依茗 優良 6B 官巧穎 優良 

5B 莊知舟 季軍 2E 馮栩潼 優良 4B 余麗莎 優良 6B 王嘉敏 優良 
6A 盧俊佑 季軍 2E 李心儀 優良 4D 林子媛 優良 6B 鄒敏浠 優良 

1F 江凱霖 優良 3A 林小雅 優良 5A 鄭焯恒 優良 2E 倪 銘 良好 

第四頁 

家長請在手機程式 (eClass Parent APP)簽妥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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