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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 Kok Tsui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2020 - 2021 年度第 201 號通告 
有關一月份月訊事宜 

 
敬啟者：茲將 2021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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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一) 

※ 升中自行分配學位開始接受報名申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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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二) 

※ 衛生署派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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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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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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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連結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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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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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三) 

※ 專題研習日(第一天) 
※ 【手鐘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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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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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優英文寫作班】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授課，上課時間為下午 3:30-5:00，課

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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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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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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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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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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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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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五) 

※ 【三種正向溝通培養孩子社交力家長講座】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 授課，時間為
下午 2:30-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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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四年級喜伴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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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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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交舞表演及比賽訓練】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

在 Teamwork School 社交舞表演及訓練初班群組發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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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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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一) ※ 下學期開學日，請同學帶備下學期新手冊。 

12/1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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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三) 

※ 【手鐘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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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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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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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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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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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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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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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六) 

※ 【六年級成長的天空—戶外活動】詳情容後公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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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式跳繩群組發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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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一) 
※ 專題研習日(第二天) 
※ 升中自行分配學位申請結束。 
※ 【六年級成長的天空—黃金面談】導師將個別約見參加者。 

19/1 (二) 

※ 專題研習日(第三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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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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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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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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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手鐘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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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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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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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四) 

※ 【木笛組】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2:30-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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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3:30，每組約 30
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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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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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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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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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愛心之旅(2)及輔助小組(3)】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授課，
上課時間為下午 3:15-4:15，課堂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五年級成長的天空—強化小組(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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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年級成長的天空—結業禮】時間為下午 3:15-5:00，詳情容後公佈。 
※ 【六年級成長的天空—黃金面談】導師將個別約見參加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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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交舞表演及比賽訓練】以遙距模式(教學影片) 授課，教學影片將於訓練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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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六) 

※ 全體領袖生訓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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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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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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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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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課程群組發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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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三) 

※ 27-29/1 六年級教育營取消，學生照常上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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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手鐘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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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連結將於 Teamwork School 群組發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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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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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四) 

※ 五年級升中籌謀家長會可能會以網上形式進行，有關詳情請參閱通告。 
※ 【木笛組】以網上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2:30-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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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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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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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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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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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年級成長的天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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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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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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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六) 

※ 【五年級成長的天空—戶外活動】詳情容後公佈。 
※ 【六年級成長的天空—親子活動】詳情容後公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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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式跳繩群組發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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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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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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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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 

第二十五屆全
港中小學英文
硬筆書法比賽
小學組 

香港教育專業人
員協會及香港硬
筆書法家協會合
辦 

 
高級組 
優秀入圍獎 6A 葉朗正 6E 葉  森 

 

中文 
第二十五屆全
港中小學中文
硬筆書法比賽 

 
香港教育專業人
員協會及香港硬
筆書法家協會合
辦 

 
中級組 
優秀入圍獎 3C 張銘峰 

 

學生
支援 

泓福惠家助學
金計劃 2020 

泓福慈善基金及
惠家慈善基金合
辦 

 
 
 
 
 
 
學業進步獎 

6A 何  帥 6A 梁嘉華 
6A 吳浩軒 6A 譚淑盈 
6A 譚嘉耀 6B 傅南天 
6B 吳明璟 6B 余子灝 
6B 盧芷晴 6B 唐焯瑤 
6C 張旖烜 6C 梁銘詩 
6C 鄧熙俊 6C 文千尹 
6D 游秀茵 6D 陳  敏 
6D 方勵澄 6D 黃翠嵐 
6D 邱珈晴 6D 楊樂兒 
6E 陳柏鉅 6E 張雅琳 
6E 梁彦璇 6E 魏皓霖 
6E 葉  森 6E 鄭栩隽 
6E 謝秀瑩 

 
此致 

各位家長 / 監護人 
 
 
 
 

 

                        校長                       謹啟 

( 周 德 輝 )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八日 

 
 
 
福傳訊息：主說：我是世界的光；跟隨我的，決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之光。（若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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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2020-21 年度第 201 號通告 - 有關一月份月訊事宜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  貴校有關一月份月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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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二月_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