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Tai Kok Tsui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2020 - 2021 年度第 175 號通告 
有關十二月份月訊事宜 

 

敬啟者：茲將 2020 年 12 月份學校活動訊息詳列如下，請保留此通通告，並參考作適當的配合。謝謝! 
 

日期╱星期 學   校   活   動 

1/12 (二) 

※ 【合唱團】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3:00-4:00，每組約 30 分
鐘。 

※ 【排球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排球校隊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柔道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柔道校隊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跑步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跑步校隊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花跳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花式跳繩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中國舞表演及比賽訓練】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
在 Teamwork School 中國舞表演及比賽訓練班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2/12 (三) 

※ 【六年級成長的天空—強化小組(2)】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上課時間為下
午 3:15-4:15，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口琴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5:00，每組約 30 分
鐘。 

※ 【創意思維情意課程】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4:30，
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社交舞表演及比賽訓練班】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
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社交舞表演及訓練初班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
習。 

3/12 (四) 

※ 【講故事及廣播劇課程】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4:30，
每組約 30 分鐘。 

※ 【劍橋英語 Flyers(初階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5:00，課堂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木笛組】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4:30，每組約 30 分
鐘。 

※ 【美樂笛組】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3:25-4:25，每組約 30
分鐘。 

※ 【跑步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跑步校隊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跳項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跳項校隊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大彊機甲大師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4:30，課
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中國舞表演及比賽訓練】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
在 Teamwork School 中國舞表演及比賽訓練班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4/12 (五) 

※ 【六年級升中自行分配學位家長講座】於上午 9:00-下午 12:20 進行，請留意相關
通告。 

※ 【五年級成長的天空—愛心之旅(1)】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時間為下午 
3:15-5:00，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智慧城市班】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智慧城市班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六年級喜伴同行】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時間為下午 1:45-3:15，登入課
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小結他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4:00-5:00，每組約 30
分鐘。 

※ 【中樂團】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5:30，每組約 30 分
鐘。 

※ 【劍橋英語 Flyers(進階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5:00，課堂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排球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排球校隊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柔道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柔道校隊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輔助小組(1)】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時間為下午
3:15-4:15，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社交舞表演及比賽訓練班】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
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社交舞表演及訓練初班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
習。 

5/12 (六) 
※ 【輕鬆讀寫樂】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授課，時間為上午 9:00-中午 12:00，課堂連

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 【專注魔法師】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授課，時間為上午 9:00-中午 12:00，課堂連



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 【躍動小『指』特務隊】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授課，時間為上午 9:15-10:15，課

堂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 【社交小組】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授課，時間為上午 10:30-11:30，課堂連結將

在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 【多元智能奧數培訓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三年級及五年級(上午

9:00-10:30) ，四年級及六年級(上午 11:00-下午 12:30)，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中樂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1:00-4:00，每組約 30 分
鐘。 

※ 【長笛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1:00-2:00，每組約 30 分
鐘。 

※ 【小提琴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2:00-4:00，每組約 30
分鐘。 

※ 【戲劇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2:00-3:00，課堂連結將
在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 【跑步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跑步校隊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花跳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花式跳繩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中國舞考級班課堂】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授課，上課時間為 A 班：上午
9:00-10:30;B 班：上午 10:30-12:00;C 班：下午 12:45-2:15;D 班：下午 2:15-3:45。課
堂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 【社交舞表演及比賽訓練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2:00-3:30，課堂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7/12 (一) 

※ 全體學生正式更換冬季校服。 
※ 【一年級讀寫樂繽紛】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時間為下午 2:30-3:00，課堂

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 【二年級讀寫樂繽紛】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時間為下午 4:00-4:30，課堂

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8/12 (二) 

※ 【敲擊樂組】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3:00-4:30，每組約 30
分鐘。 

※ 【合唱團】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3:00-4:00，每組約 30 分
鐘。 

※ 【排球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排球校隊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柔道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柔道校隊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跑步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跑步校隊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花跳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花式跳繩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中國舞表演及比賽訓練】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
在 Teamwork School 中國舞表演及比賽訓練班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四年級讀寫樂繽紛】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2:30-3:15，
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9/12 (三) 

※ 「季節性流感疫苗學校外展」的疫苗接種隊會到校為有需要接種季節性流感(第二
劑)的同學進行注射。(只有早前收到粉紅色「季節性流感疫苗」(第二劑)的部份同
學需要接種) 

※ 【三、四年級喜伴同行】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1:45-3:15，
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 【口琴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5:00，每組約 30 分
鐘。 

※ 【手鐘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4:30，每組約 30 分
鐘。 

※ 【創意思維情意課程】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4:30，
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資優英文寫作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5:00，
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 【六年級成長的天空—強化小組(3)】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上課時間為下
午 3:15-4:15，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社交舞表演及比賽訓練班】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
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社交舞表演及訓練初班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
習。 

※ 【三年級讀寫樂繽紛(A 組)】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2:30-3:15，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 【三年級讀寫樂繽紛(B 組)】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4:00-4:45，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10/12 (四) 

※ 【劍橋英語 Flyers(初階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5:00，課堂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木笛組】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4:30，每組約 30 分
鐘。 

※ 【跑步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跑步校隊群組發放，請同學按時完成練習。 
※ 【跳項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跳項校隊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大彊機甲大師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4:30，課

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中國舞表演及比賽訓練】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

在 Teamwork School 中國舞表演及比賽訓練班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五年級讀寫樂繽紛】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2:30-3:15，

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11/12 (五) 

※ 【DIY 潤唇膏二年級家長工作坊】時間:上午 11:15-下午 12:40，地點:小禮堂。 
※ 【智慧城市班】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智慧城市班群組發放，請同學按時完成練習。 
※ 【六年級喜伴同行】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時間為下午 1:45-3:45，課堂連

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 【小結他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4:00-5:00，每組約 30

分鐘。 
※ 【中樂團】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5:30，每組約 30 分

鐘。 
※ 【劍橋英語 Flyers(進階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5:00，課堂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輔助小組(2)】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上課時間為下

午 3:15-4:15，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五年級成長的天空—輔助小組(5)- (6)】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上課時間

為下午 3:15-5:00，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五年級成長的天空—愛心之旅(2):義工服務】 於校內進行。 
※ 【排球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排球校隊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柔道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柔道校隊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六年級讀寫樂繽紛】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2:30-3:15，

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 【社交舞表演及比賽訓練班】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

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社交舞表演及訓練初班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
習。 

12/12 (六) 
※ 家教會親子旅行取消。 
※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挑戰日營】詳情容後公佈。 

14/12 (一) 

※ 【一年級讀寫樂繽紛】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2:30-3:00，
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 【二年級讀寫樂繽紛】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4:00-4:30，
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15/12 (二) 

※ 【敲擊樂組】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3:00-4:30，每組約 30
分鐘。 

※ 【合唱團】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3:00-4:00，每組約 30 分
鐘。 

※ 【排球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排球校隊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柔道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柔道校隊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跑步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跑步校隊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花跳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花式跳繩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中國舞表演及比賽訓練】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
在 Teamwork School 中國舞表演及比賽訓練班群組發放，請同學按時完成練習。 

※ 【四年級讀寫樂繽紛】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2:30-3:15，
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16/12 (三) 

※ 【三、四年級喜伴同行】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1:45-3:15，
課堂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 【六年級成長的天空—愛心之旅義工服務】 於校內進行。 
※ 【口琴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5:00，每組約 30 分

鐘。 
※ 【手鐘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4:30，每組約 30 分

鐘。 
※ 【創意思維情意課程】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4:30，

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資優英文寫作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5:00，課

堂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 【社交舞表演及比賽訓練班】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

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社交舞表演及訓練初班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
習。 

※ 【三年級讀寫樂繽紛(A 組)】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2:30-3:15，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 【三年級讀寫樂繽紛(B 組)】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4:00-4:45，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17/12 (四) 

※ 【木笛組】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4:30，每組約 30 分
鐘。 

※ 【美樂笛組】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3:25-4:25，每組約 30
分鐘。 

※ 【跑步校隊】將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跑步校隊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劍橋英語 Flyers(初階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5:00，課堂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跳項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跳項校隊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大彊機甲大師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4:30，課
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中國舞表演及比賽訓練】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
在 Teamwork School 中國舞表演及比賽訓練班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五年級讀寫樂繽紛】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2:30-3:15，
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18/12 (五) 

※ 聖誕祈禱聚會。 
※ 【六年級喜伴同行】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1:45-3:15，課

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 【小結他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4:00-5:00，每組約 30

分鐘。 
※ 【中樂團】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5:30，每組約 30 分

鐘。 
※ 【劍橋英語 Flyer(進階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5:00，課堂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排球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排球校隊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愛心之旅(1)】義工服務籌備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

上課時間為下午 3:15-4:15，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五年級成長的天空—分享會】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4:15-5:00，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五年級成長的天空—家長工作坊】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上課時間為下

午 3:15-4:15，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柔道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柔道校隊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六年級讀寫樂繽紛】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2:30-3:15，

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 【社交舞表演及比賽訓練班】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

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社交舞表演及訓練初班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
習。 

19/12 (六) 

※ 依特定時間由家長/監護人回校領取下學期用書(詳見有關通告)。 
※ 【躍動小『指』特務隊】以面授課形式進行，時間為上午 9:15-10:15，地點: 102 室

(1A)。 
※ 【社交小組】以面授課形式進行，時間為上午 10:30-11:30，地點: 103 室(1B)。 
※ 【五年級成長的天空—親子日營】 時間及地點待定。 
※ 【中樂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1:00-4:00，每組約 30 分

鐘。 
※ 【長笛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1:00-2:00，每組約 30 分

鐘。 
※ 【小提琴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2:00-4:00，每組約 30

分鐘。 
※ 【戲劇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2:00-3:00，課堂連結將

在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 【跑步校隊】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在 Teamwork 

School 跑步校隊群組發放，請學生按時完成練習。 
※ 【中國舞考級班課堂】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授課，上課時間為 A 班：上午

9:00-10:30;B 班：上午 10:30-12:00;C 班：下午 12:45-2:15;D 班：下午 2:15-3:45。課
堂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 【社交舞基礎訓練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2:00-3:30，課
堂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21/12 (一) ※ / 

22/12 (二) ※ 英語聖誕嘉年華，半天上課，可穿便服。 

23/12 (三) ※ 23/12-2/1 聖誕及新年假期共 11 天，4/1 照常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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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公益金便服日」全校師生籌款共得$55,840.2。 
△ 感謝各位家長、同學及教職員踴躍參與，本校於售賣香港明愛「2020 明愛慈善抽獎券」全校籌

得善款合共$15,200，在此特別感謝大家的慷慨捐助。 

2020-21 年度本校學生參加校外比賽成績 

範疇 活動/比賽名稱 機構名稱 獎項名稱 得獎者 

 
 
 
 
 
 
 
宗教 
 
 
 
 
 
 
 

聖經金句書籤設
計比賽 
(親子組) 
 
 

 
 
 
 
校內 
 
 
 
 

聖經金句書籤設計比賽(親子組) 
冠軍 

1C 吳家希 2E 吳靄霖 
3E 謝瀛鋌 4A 樊貝怡 

聖經金句書籤設計比賽(親子組) 
亞軍 1D 陳俊豪 2A 李梓誠 

3A 黃琛如 4D 顏  朗 

聖經金句書籤設計比賽(親子組) 
季軍 1D 鄭  媛 2D 陳穎嵐 

3D 吳佩霖 4E 郭政軒 

聖經金句書籤設計比賽(親子組) 
優異獎 

1A 吳梓悠 1B 高巽忻 
1C 黃均堯 1C 梁巧澄 
2A 鄧藹聆 2C 凌卓琳 
2D 雷諾晞 2E 李詩盈 
3A 范峻傑 3B 馬嘉寶 
3D 李亭樂 3E 林知行 
4A 羅潁晴 4B 劉思彤
4C 陳煒賢 4D 陳穎蕾 

聖經金句書籤設
計比賽 

聖經金句書籤設計比賽冠軍 5D 范昱彤 6E 黃嘉寶 

聖經金句書籤設計比賽亞軍 5C 林若菡 6C 陳嘉悅 

聖經金句書籤設計比賽季軍 5C 張鑫塱 6A 周煜森 

中文 
第二十五屆全
港中小學中文
硬筆書法比賽 

校內 

初級組(小一至小二) 
冠軍 
亞軍 
季軍 

 
2D 盧柏希 
2E 徐晨霏 
1B 何睿浠 

中級組(小三至小四) 
冠軍 
亞軍 
季軍 

 
3C 張銘峰 
3B 楊沛宇 
4E 張嘉鋒 

高級組(小五至小六) 
冠軍 
亞軍 
季軍 

 
5C 梁凱晴 
5C 張鑫塱 
6E 金思瀚 

英文 
第二十五屆全
港中小學英文
硬筆書法比賽 

校內 

初級組(小一至小二) 
冠軍 
亞軍 
季軍 

 
1D 陳毅軒 
2E 吳靄霖 
1A 吳芷欣 

中級組(小三至小四) 
冠軍 
亞軍 
季軍 

 
3C 張銘峰 
3B 馬嘉寶 
4C 余穎欣 

高級組(小五至小六) 
冠軍 
亞軍 
季軍 

 
6A 葉朗正 
5A 吳子楠 
6E 葉  森 

 

此致 
各位家長 / 監護人 
 
 
                         校長                         謹啟 

   ( 周 德 輝 )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福傳訊息：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我的救主。  (路 1:46-47)   
---------------------------------------------------------------------- 

回   條 
2020-21 年度第 175 號通告 - 有關十二月份月訊事宜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  貴校有關十二月份月訊事宜。 
此覆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周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    ) 

班    級：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二零二零年十一月_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