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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Tai Kok Tsui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2017 - 2018 年度第 414 號通告 

 有關七月份月訊事宜 
 

敬啟者：茲將 2018 年 7 月份學校活動訊息詳列如下，請保留參考及作適當的配合。謝謝! 
 

日期╱星期 學   校   活   動 

2/7 (一) ※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翌日放假一天。 

3/7 (二) 

※ 升留班會議。 
※ 一、二及四年級同學不用上課。 
※ 三、五及六年級同學上午 8:05-12:05 回校進行中、英、數課堂學習活動。 
※ 跳繩強心比賽集訓下午 2:00-3:30。 
※ 【長笛班】下午 12:45-下午 1:45。 
※ 【小提琴班】B 班下午 1:45-2:55。 

4/7 (三) 
※ P.6 提升課上午 8:05-12:15。 
※ 跳繩強心比賽集訓下午 2:00-3:30。 

5/7 (四) 

※ P.1-3 喜悅寫意日攤位活動。 
※ 獲得換書券的同學，可於上午 7:45-8:05 及小息到小禮堂換取圖書。 
※ P.6 提升課上午 8:05-12:15。 
※ 【小提琴班】A 班下午 12:45-1:55。 

6/7 (五) 
※ P.6 提升課上午 8:05-12:15。 
※ 獲得換書券的同學，可於上午 7:45-8:05 及小息到小禮堂換取圖書。 
※ 跳繩強心比賽集訓下午 2:00-3:30。 

7/7 (六) 

※ 升二至六年級家長按校方安排時段到校取下學年用書。 
※ 是日跳繩強心比賽:運動員於上午 8:30 集合約下午 2:15 回校解散。 
※ 【中國舞】考級班 A 班下午 10:30-12:00，B 班下午 12:30-2:00，C 班下 2:15-3:45。 
※ 【社交舞】基礎訓練下午 2:00-3:30。 

8/7 (日) ※ 油尖旺區學界慶回歸足球比賽 2018 上午 8:00 集合，約下午 6:00 回校解散。 

9/7(一) ※ P.6 提升課上午 8:05-12:15。 

10/7(二)  
※ 六年級學生【中學學位分配結果公佈】，須於上午 8:05 前穿整齊夏季校服回校領

取派位證及入學註冊證，預期放學時間約上午 8:45。 

11/7(三) 
※ 一至五年級學生休業禮，上課時間：上午 8:05-下午 12:15，請穿整齊夏季校服回校。 
※ 是日 P.6 不用回校。 

12/7(四) 

※ P.6 上午 8:05-12:15 回校進行提升課。 
※ 六年級學生下午往獲派位的中學註冊。 
※ P.1 參觀【香港中央圖書館】、P.2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P. 4 參觀【香港歷史博

物館】，學生集合時間為上午 9:00，放學時間為下午 12:15，請穿著運動服，P.1 請
帶圖書証。 

※ 是日 P.3、P.5 不用回校。 

13/7(五) 

※ P.6 上午 8:05-12:15 回校進行提升課。 
※ 六年級學生下午往獲派位的中學註冊。 
※ P.3 參觀【香港中央圖書館】、P. 5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學生集合時間為上午

9:00，放學時間為下午 12:15，請穿著運動服，P.3 請帶圖書証。 
※ 是日 P.1、P.2、P.4 不用回校。 

14/7 (六) 
※ 【中國舞】考級班 A 班下午 10:30-12:00，B 班下午 12:30-2:00，C 班下 2:15-3:45。 
※ 【社交舞】基礎訓練下午 2:00-3:30。 

16/7(一) 

※ 17/7-2/9 暑假，下學年新學期開課日為 9 月 3 日(星期一)。 
※ 一至六年級學生於第一週 (3/9 至 7/9)半天上課，上課時間為 8:05.m.-下午 12:15 

p.m.；以此公佈，不再另行通知，請家長依時接送  貴子弟。 
※ 請 P.1、3、5 同學保存中文科「字詞佳句庫」，留待新學年用。 
※ 請 P.1-P.5 同學保存宗教科用書《牙牙語》、音樂用書《開開心心吹直笛》—牧童笛

及聖詠集，留待新學年用。 
※ P.6 上午 8:05-12:15 回校進行提升課。 

17/7(二) ※ 六年級學生到獲派位中學進行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 

3/9(一) 

※ 新學期開課日，時間為 8:05 a.m.-12:15p.m. 。如遇八號或以上風球、紅色或黑色
暴雨警告訊號，教育局宣佈停課，則改為 4/9(星期二)照常上課。 

※ 當日應穿著整齊運動服、白短襪、白色運動鞋。 
※ 學生必須暑假期間完成全本暑期作業，並於今天交班主任。 
※ 帶備聖詠集、文具、紙巾、有肩帶水壺及少量乾糧，不用帶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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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9 
※ 半天上課，上課時間為 8:05.m.-12:15 p.m.；以此公佈，不再另行通知，請家長依

時接送  貴子弟。 
※ 依時間表帶備中、英、數課堂之課本及作業，準時交功課、量體溫及簽手冊。 

 

 
 
 
 
 
 
 
 
 
 
 
 
 
 
 
 
 
 
 
 
 
 
 
 
 
 
 
學 
校 
訊 
息 

△ 第四屆商務小學師生寫照比賽獲獎名單如下: 

 初小組 

學生姓名(班別) 

中小組 

學生姓名(班別) 

高小組 

學生姓名(班別) 

校內最佳作品 顏  朗(1E) 吳炘穎(3B) 陳妙盈(5B) 

葉子勤(2C) 晉晞璇(3B) 游詩敏(5C) 

林德蓉(2B) 陳靖橋(3D) 何宛俞(5E) 

其他優秀作品 尤思霖(2C) 蕭沚悠(3E) 陳懿澄(5B) 

陳紫悠(1D) 張鎰浠(4A) 陸雨軒(6C) 

李康晴(1A) 梁凱晴(4D) 黃凱翎(6C) 

陳秀林(1A) 陳小勝(3C) 陳匡正(5A) 

范昱彤(2D) 林家禾(4E) 劉麗珊(5C) 

吳子楠(2E) 黃嘉寶(3D) 余樂琪(6E) 

楊鴻浚(1B)  韓忠妙(6E) 

△ 宗教科義德填色比賽獲獎名單如下: 
冠軍 

1C 樊貝怡 2A 吳沐恩 3E 盧珈喬 
△ 亞軍 

1E 陳穎蕾 2B 林德蓉 3C 程雅琳 

△ 季軍 
1B 盧珀喬 2A 黎芯言 3C 謝秀瑩 

△ 宗教科義德繪畫比賽獲獎名單如下: 
冠軍 

4D 黃祖兒 5B 陳妙盈 6C 陳穎茹 
△ 亞軍 

4B   劉嘉琦 5B 曹咏欣 6C 羅儀莉 

△ 季軍 
4C 劉嘉成 5E 文卓楠 6C 黃凱翎 

△ 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7-2018，獲獎名單如下： 
6B 林文欣 

△ 改造未來社區創作比賽，獲獎名單如下： 

入圍獎 1C 樊貝怡 6A 羅嘉華 

△ 隊道美化創作比賽，獲獎名單如下： 

季軍  3E 盧珈喬 

△ 新亞中學填色創作比賽，獲獎名單如下： 
冠軍  1C 樊貝怡 

△ 紫在乎您填色比賽最具創意獎，獲獎名單如下： 
1C 樊貝怡 

△ 全港小學旗袍設計邀請賽，獲獎名單如下： 
季軍  人氣設計獎 1C 樊貝怡 

 

入圍獎 3E 盧珈喬 6E 陳佩㼆 

△ 全港小學生利事封創作大賽，獲獎名單如下：   
優異獎  1C 樊貝怡 

△ 不賭之迷填色大賽，獲獎名單如下： 
亞軍  1C 樊貝怡 

△ 全港旗袍設計比賽，獲獎名單如下： 

初小組 亞軍 1C 樊貝怡  優異獎 2C 葉子勤 
 

中小組 季軍 3E 盧珈喬 
 

高小組 優異獎 5E 廖嘉兒 6C 陳穎茹 6E 陳佩㼆 

△ 特色香港小學生填色比賽，獲獎名單如下： 

冠軍 1D 陳紫悠 5D 陳健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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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異獎 

1A 陳秀林 1B 盧珀喬 1E 陳穎蕾 2A 吳沐恩 

2C 趙彥陽 2C 葉子勤 4C 李  悅 5D 王  潔 

5E 文卓楠 6A 高  雅 6A 黄樂霓 6C 陳穎茹 

6E 梁駿揚       

△ 同為香港喝采填色比賽，獲獎名單如下： 
優異獎  3E 盧珈喬 

△ 第七屆世界兒童大獎賽，獲獎名單如下： 
銅獎  5E 崔欣恩 

△ 全港兒童藝術繪畫菁英賽，獲獎名單如下： 
冠軍  5E 崔欣恩 

△ 兒童藝術節新春繪畫比賽，獲獎名單如下： 
優異獎  5C 趙崇彬 

△ 油尖旺區「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籌款金獎 
△ 油尖旺區「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籌款金獎  
△ 傑出團員日本交流團油尖旺區代表 

6A 陳珮文 

△ 「關懷服務四十載 公益互勉創未來」文件夾封面設計比賽，獲獎名單如下： 
 亞軍 1C 樊貝怡  優異獎 5E 廖嘉兒 

△ 公益少年團優秀團員 
6E 范鏸尹 

△ 公益少年團獎計劃積極團隊獎 
△ 本校圖書館有幸邀請了 27 位家長擔任閱讀大使或圖書館義工，協助推廣閱讀風氣及進行盤點和包

書工作，謹此致謝。有關家長義工姓名臚列如下： 
 學生班別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1 
1A 
3B 

晉晞源 
晉晞璇 

陳靜琪 

2 1C 朱竟誠 劉月紅 
3 1C 梁曉晴 曹美玲 
4 1D 陳煒賢 黃佑霞 
5 1D 鄧淇志 陳瑞娟 
6 1D 丁嘉怡 陳玉梅 
7 1E 麥泳晴 梁鳳玲 
8 2B 黃錫謙 Phyllis Yip 
9 2C 鄧兆峯 鄧玉艷 

10 2C 葉子勤 梁藹儀 
11 3A 陳德嘉 林美芳 
12 3B 葉朗正 崔艷清 
13 3C 程雅琳 楊忠英 
14 3C 甄庚熙 吳  麗 
15 3D 招志銃 李红林 
16 3D 楊日東 蔡麗韵 

17 
4A 
4D 

張嘉怡 
張嘉敏 

馮麗燕 

18 
4A 楊浩泓 

楊漢華 
麥丹莉 

19 
4A 
5B 

楊芷喬 
楊梓希 

趙珮珊 

20 4B 彭嘉宇 關彩群 
21 4C 李悅 莊志堅 
22 4E 李心琪 許修真 

23 
4E 
6A 

王家琪 
王家翹 

陳金鳳 

24 5E 陳嘉兒 鄧松榮 
25 5E 崔欣恩 張  萍 
26 5E 林子琪 林小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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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心語(7月)   

 

 

時光荏苒，時間不知不覺流逝，本人已在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擔任五年校長。在這五年期間，感謝天

父眷顧及保守着我們，讓大天各項發展及工作都得以順利推行。本人感謝家長對大天一直的支持和愛護，

因為有了家長的支持，我們才能一起為學生締做一個理想的校園環境進行學習。 

本人更要感謝大天整個教職員團隊，他們不但能堅守教育專業的崗位，而且不怕面對各種挑戰和教

育革新，為大天學生付出教育的熱誠和心力。能夠作為大天的校長，與一班專業的團隊共事，深感自豪。 

本人深信我們的老師和家長只要一如既往維持深厚的互信關係，繼續透過坦誠的溝通，互相包容和

互相體諒。在此良好的關係下，大天的發展必定能更創高峰。我們的學生亦能夠在一個團結和諧的環境

下愉快學習，健康成長。 

最後本人以我們天主教教會的青年年祈禱文作結，共同為大天學生祈禱: 

全能仁慈的天父，求祢降福青少年， 

讓他們在祢的愛內成長，能夠明辨善惡， 

持守真理，勇於承擔，樂於分享， 

願他們在困難中，獲得祢的支持和助佑， 

在徬徨時，體會祢的慰藉和陪伴。 

主啊！ 求祢幫助他們， 

去回應祢給他們每一個人獨特的召叫， 

在生命中發光發熱，活出豐盛的人生。 

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祢俯聽我們的祈禱。 

亞孟。 
 

此致 
貴家長╱監護人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謹啟 

                                                ( 陳 淑 儀 )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福傳訊息：天主是神，朝拜祂的人，應當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祂。 (若 4:24) 

 

-------------------------------------------------------------------------------------------------------------------------------------- 

回   條 

第 414 號通告 - 有關七月份月訊事宜 
【請將填妥之回條交班主任老師辦理】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  貴校有關七月份月訊事宜。 

此覆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陳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    ) 

班    級：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二零一八年六月_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