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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Tai Kok Tsui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2018 - 2019 年度第 206 號通告 
有關十二月份月訊事宜 

 

敬啟者：茲將 2018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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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六) 

※ 【職場體驗計劃】(校外活動)(詳見相關通告)。 
※ 【劍橋英語考試 KET 課程】上午 9:00-10:30。 
※ 【劍擊班】下午 12:00-下午 1:30。 
※ 【長笛班】下午 1:00-下午 2:00。 
※ 【中樂班】A 班下午 1:00-2:00，B 班下午 2:00-3:00，C 班下午 3:00-4:00。 
※ 【小提琴班】A 班下午 2:00-3:00，B 班下午 3:00-4:00。 
※ 【社交舞】部分組員將會出席社交舞表演，內容詳見相關通告或 SCH.APP

信息。 
※ 【奧數自費班】P.3(9:00a.m.-10:00a.m.)，P4(10:30a.m.-11:30a.m.) 
※ 【奧數培訓班】P.5(9:00a.m.-10:30a.m.)，P6(11:00a.m.-12:30a.m.) 
※ 【躍動小『指』特務隊】上午 9:15-11:30。 
※ 【專注魔法師小組】上午 9:00-12:00。 
※ 【輕鬆讀寫樂小組】上午 9:15-12:00。 

3/12 (一) 

※ 圖書館已為 P.6 同學準備了中文科主題閱讀圖書—科普圖書。請到圖書館借
閱。 

※ 圖書館會於 12 月進行漂書活動，詳情請參閱通告。 
※ 【劍橋英語考試 KET 課程】下午 3:30-5:00。 
※ 是日上午 8:30-下午 4:30 有言語治療師駐校服務。 

4/12 (二) 

※ 【合唱團】練習下午 3:20-5:00。 
※ 【花式跳繩訓練】(六)下午 3:30-5:00。 
※ 【敲擊樂班】下午 3:15-4:50，帶譜及穿運動服。 
※ 【創意思維及情意課程】下午 3:30-4:30。 
※ 【非華語學生課後中文練習】下午 3:30-下午 5:00。 
※ 【小小飛機師(初階班)】下午 3:30-5:00，地點:1/F STEAM 室。 
※ 【擲項訓練】下午 3:30-4:30。 
※ 【跑步訓練】下午 3:30-5:00。 
※ 【柔道班】下午 3:30-5:15。 
※ 【中國舞】訓練下午 3:35-5:05。 
※ 【讀寫樂繽紛】(二中)下午 3:20-4:30。 
※ 【讀寫樂繽紛】(五、六英)下午 3:20-4:30。 
※ 【讀寫樂繽紛】(三、四數)下午 3:20-4:30。 

5/12 (三) 

※ 「學校外展疫苗接種先導計劃」的疫苗接種隊到校為需要接種季節性流感
(第二劑)的同學進行注射。 

※ 【口琴班】下午 3:30-4:30，地點 209 室。 
※ 【Micro:bit Stem 班】下午 3:30-4:30。 
※ 【小小飛機師(進階班)】下午 3:30-5:00，地點:禮堂。 
※ 【擲項訓練】下午 3:30-4:30。 
※ 【社交舞】訓練下午 3:35-5:05。 
※ 【關愛大使義工小組】下午 3:15-4:30，地點 403 室。 
※ 【基督小先鋒 A 隊聚會】下午 3:30-4:30，地點 2D 室，請穿團服。 
※ 【讀寫樂繽紛】(五、六中)下午 3:20-4:30。 
※ 【讀寫樂繽紛】(三、四英)下午 3:20-4:30。 
※ 【讀寫樂繽紛】(二數)下午 3:20-4:30。 

6/12 (四) 

※ 【STEAM 校隊】訓練下午 3:30-5:00，地點:5/F 電腦室。 
※ 【戲劇班】下午 3:30-5:00。 
※ 【排球訓練】下午 3:30-5:00。 
※ 【中國舞】訓練下午 3:35-5:05。 
※ 【讀寫樂繽紛】(三、四中)下午 3:20-4:30。 
※ 【讀寫樂繽紛】(二英)下午 3:2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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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寫樂繽紛】(五、六數)下午 3:20-4:30。 

7/12 (五) 

※ 【同根同心—廣州及介佛山的嶺南文化】之旅(2 天)。 
※ 閱讀大使會於早讀課為 P.1 同學推介圖書。 
※ 【劍擊班】下午 3:30-下午 5:00。 
※ 【小結他班】下午 3:30-4:30，地點 209 室。 
※ 【中樂團】練習下午 3:30-下午 5:30。 
※ 【柔道班】下午 3:30-5:15。 
※ 【跳遠訓練】上午 7:30-8:00。 
※ 【排球訓練】下午 3:30-5:00。 
※ 【手鐘班】下午 3:30-4:45。 
※ 【社交舞訓練】下午 3:35-5:05。 
※ 【P.6 成長的天空】下午 3:15-5:00，地點 306 室。 
※ 【VEX 機械人製作班】下午 3:30-5:00，地點: 1/F STEAM 室。 
※ 【非華語學生課後中文練習】下午 3:30-下午 5:00。 
※ 是日上午 8:30-下午 4:30 有言語治療師駐校服務。 

8/12 (六) 

※ 【同根同心—廣州及介佛山的嶺南文化】之旅(2 天)。 
※ 家長到校領取下學期用書及補充。 
※ 【P.6 成長的天空】戶外活動上午 9:00-下午 5:00，地點在西貢。 
※ 【職場體驗計劃】校外活動，詳見相關通告。 
※ 【迷你排球】上午 10:00-11:30。 
※ 【劍擊班】下午 12:00-下午 1:30。 
※ 【中樂班】A 班下午 1:00-2:00，B 班下午 2:00-3:00，C 班下午 3:00-4:00。 
※ 【中國舞】考級班 A:上午 9:00-10:30，B:上午 10:30-12:00，C:下午 1:00-2:30，

D:下午 2:30-4:00。 
※ 【社交舞】基礎班下午 2:00-3:30。 
※ 【奧數自費班】P.3(9:00a.m.-10:00a.m.)，P4(10:30a.m.-11:30a.m.) 
※ 【奧數培訓班】P.5(9:00a.m.-10:30a.m.)，P6(11:00a.m.-12:30a.m.) 
※ 【專注魔法師小組】上午 9:00-12:00。 
※ 【輕鬆讀寫樂小組】上午 9:15-12:00。 

10/12 (一) 
※ 是日全體學生正式更換冬季校服。 
※ 【劍橋英語考試 KET 課程】下午 3:30-5:00。 
※ 是日上午 8:30-下午 4:30 有言語治療師駐校服務。 

11/12 (二) 

※ 【小六升中自行分配學位家長會】上午 8:30-12:30 於本校舉行，請 P.6 家長準時出
席。 

※ 【花式跳繩訓練】(七)下午 3:30-5:00。 
※ 【合唱團】練習下午 3:20-5:00。 
※ 【敲擊樂班】下午 3:15-4:50，帶譜及穿運動服。 
※ 【小小飛機師(初階班)】下午 3:30-5:00，地點:1/F STEAM 室。 
※ 【創意思維及情意課程】下午 3:30-4:30。 
※ 【擲項訓練】下午 3:30-4:30。 
※ 【跑步訓練】下午 3:30-5:00。 
※ 【柔道班】下午 3:30-5:15。 
※ 【中國舞】訓練下午 3:35-5:05。 
※ 【讀寫樂繽紛】(二中)下午 3:20-4:30。 
※ 【讀寫樂繽紛】(五、六英)下午 3:20-4:30。 
※ 【讀寫樂繽紛】(三、四數)下午 3:20-4:30。 

12/12 (三) 

※ 【P.4 精叻小掌櫃】理財活動(上午)，請穿運動服。 
※ 【口琴班】下午 3:30-4:30，地點 209 室。 
※ 【Micro:bit Stem 班】下午 3:30-4:30。 
※ 【小小飛機師(進階班)】下午 3:30-5:00，地點:禮堂。 
※ 【擲項訓練】下午 3:30-4:30。 
※ 【社交舞】訓練下午 3:35-5:05。 
※ 【關愛大使義工小組】下午 3:30-4:30，地點 403 室。 
※ 【跳遠訓練】下午 3:30-5:00。 
※ 【基督小先鋒 B 隊午間聚會】下午 12:30-1:15，地點視藝室，請穿團服。 
※ 【讀寫樂繽紛】(五、六中)下午 3:20-4:30。 
※ 【讀寫樂繽紛】(三、四英)下午 3:2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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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寫樂繽紛】(二數)下午 3:20-4:30。。 

13/12 (四) 

※ 【跑步訓練】下午 3:30-5:00。 
※ 【STEAM 校隊】訓練下午 3:30-5:00，地點:5/F 電腦室。 
※ 【排球訓練】下午 3:30-5:00。 
※ 【中國舞】訓練下午 3:35-5:05。 
※ 【讀寫樂繽紛】(三、四中)下午 3:20-4:30。 
※ 【讀寫樂繽紛】(二英)下午 3:20-4:30。 
※ 【讀寫樂繽紛】(五、六數)下午 3:20-4:30。 

14/12 (五) 

※ 【喜閱讀書會】參加的同學請於上午 7:45 到圖書館進行活動。 
※ 【排球訓練】下午 3:30-5:00。 
※ 【劍擊班】下午 3:30-下午 5:00。 
※ 【小結他班】下午 3:30-4:30，地點 209 室。 
※ 【LEGO 電子積木編程班】下午 3:30-4:30。 
※ 【柔道班】下午 3:30-5:15。 
※ 【VEX 機械人製作班】下午 3:30-5:00，地點: 1/F STEAM 室。 
※ 【非華語學生課後中文練習】下午 3:30-下午 5:00。 
※ 【手鐘班】下午 3:30-4:45。 
※ 【社交舞訓練】下午 3:35-5:05。 
※ 【中樂團】練習下午 3:20-下午 5:30。 
※ 是日上午 8:30-下午 4:30 有言語治療師駐校服務。 

15/12 (六) ※ 家教會親子旅行。 

17/12 (一) ※ 是日上午 8:30-下午 4:30 有言語治療師駐校服務。 

18/12 (二) 

※ 【合唱團】練習下午 3:20-5:00。 
※ 【敲擊樂班】下午 3:15-4:50，帶譜及穿運動服。 
※ 【創意思維及情意課程】下午 3:30-4:30。 
※ 【非華語學生課後中文練習】下午 3:30-下午 5:00。 
※ 【小小飛機師(初階班)】下午 3:30-5:00，地點:1/F STEAM 室。 
※ 【擲項訓練】下午 3:30-4:30。 
※ 【跑步訓練】下午 3:30-5:00。 
※ 【柔道班】下午 3:30-5:15。 
※ 【中國舞】訓練下午 3:35-5:05。 
※ 【讀寫樂繽紛】(二中)下午 3:20-4:30。 
※ 【讀寫樂繽紛】(五、六英)下午 3:20-4:30。 
※ 【讀寫樂繽紛】(三、四數)下午 3:20-4:30。 

19/12 (三) 

※ 聖誕祈禱禮儀。請全體同學穿著運動服。 

※ P.4 全級同學上午參加《超越時空的樂器》音樂會，詳情參閱有關通告。 
※ 【口琴班】下午 3:30-4:30，地點:209 室。 
※ 【社交舞】訓練下午 3:35-5:05。 
※ 【基督小先鋒 A 隊午間聚會】下午 12:30-1:15，地點視藝室，請穿團服。 

20/12 (四) 

※ 【STEAM 校隊訓練】下午 3:30-5:00，地點:5/F 電腦室。 
※ 【戲劇班】下午 3:30-5:00。 
※ 【跑步訓練】下午 3:30-5:00。 
※ 【讀寫樂繽紛】(三、四中)下午 3:20-4:30。 
※ 【讀寫樂繽紛】(二英)下午 3:20-4:30。 
※ 【讀寫樂繽紛】(五、六數)下午 3:20-4:30。 

21/12 (五) 
※ 慶祝聖誕。 

※ 英文聖誕嘉年華(時間上午 8:30-12:20)。 

22/12 (六) ※ 【職場體驗計劃】(校內活動)(詳見相關通告)。 

24/12 (一) ※ 24/12-1/1 聖誕及新年假期共 9 天，2/1(星期三)照常全日上課。 

 

 

 

 

 

 

 

△ 請家長於課後準時到校接回 貴子女，全日上課天，校園關門時間為下午 6:00，所有學生必須離

校，敬希垂注！ 

△ 10 月中已派發學生證，請同學小心保管，並於借圖書時出示學生證。若同學遺失學生證，請家

長書面簡述補領原因;把家長信及$10 交回校務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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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集誦比賽(一至二年級)榮獲季軍，獲獎名單如下：  

1A 張子龍 1A 李宜穎 1A 戴  晴 1A 楊逸希 

1B 黃駿軒 1B 林紀夆 1B 袁梓軒 1B 楊焯瑩 

1B 陳樂霖 1C 羅佑謙 1C 陳霆溱 1C 林羨楹 

1D 梁鉦朗 1D 李逸雅 1D 黃梓妮 1D 鍾耀昇 

1D 沈煒陶 1E 吳偉森 1E 黃凱銳 2A 林芊芊 

2A 林菁菁 2A 蔡綽嵐 2A 顏  朗 2B 吳泓熙 

2B 張嘉鋒 2B 陳秀林 2B 蔣詠琳 2B 鄭  琳 

2C 王文泰 2C 梁凱馳 2C 許曉銘 2C 陳煒賢 

2C 麥穎晴 2C 韓奕希 2C 童倪陽 2D 朱竟誠 

2D 余穎欣 2D 李浩輝 2D 屈晋浩 2D 林鍩沂 

2D 張淑君 2D 張賀文 2D 麥泳晴 2D 韓心然 

2E 吳希茹 2E 李英毅 2E 陳晉樺 2E 羅潁晴 

△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詩集誦比賽(四至六年級)女子組榮獲季軍，獲獎名單如下：  

4B 陳靖橋 4D 梁彥璇 4E 林鈺淇 4E 胡芷嫚 

5A 陳蔚嫻 5A 張琳欣 5A 梁凱晴 5A 黃梓樂 

5B 陳雪嵐 5B 梁泳楠 5C 區宇晴 5C 陳映潼 

5C 范凱晴 5C 黃祖兒 5C 許恩華 5C 林家誼 

5C 吳卓琳 5C 吳佩慈 5D Cortez Geraldeen 5D 李雨曉 

5D 李  悅 5D 葉津而 5E 何詠言 5E 劉嘉琦 

5E 翁樂融 6A 鍾宛芝 6A 葉佩雯 6A 江佩晴 

6A 黎心怡 6A 林凱淇 6B 陳嘉希 6B 陳妙盈 

6B 鍾恩琦 6B 林雪晴 6C 洪麗而 6C 劉麗珊 

6C 黃紫鈴 6D 蔡卓琦 6D 鍾沛紜 6D 羅心瑩 

6D 王  潔 6D 吳梓晴 6E 周嘉怡 6E 劉翹菱 

6E 林子容       

△ 親子聖經金句書籤創作比賽(P.1-3)，獲獎名單如下： 

冠軍 

1B 謝瀛鋌 2E 樊貝怡 3D 葉子勤 

亞軍 

1A 施凱恩 2B 李子臻 3B 陳菁妤 

季軍 

1B 陳穎頤 2E 陳穎蕾 3E 吳沐恩 

優異獎 

1A 潘嘉朗 1C 羅佑謙 1E 黃琛如 2C 梁倩珩 

2D 譚梓燊 2E 丁嘉怡 3A 余榮晋 3C 張鑫塱 

3D 趙彥陽       

△ 聖經金句書籤創作比賽(P.4-6)，獲獎名單如下： 

冠軍 

4C 林宏灝 5D 李雯靜 6B 陳妙盈 

亞軍 

4E 楊日東 5D 阮光榮 6B 鍾恩琦 

季軍 

4D 唐焯瑤 5E 黃寶琪 6D 王  潔 

△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獲獎名單如下： 

初級組(小一至小二) 

冠軍  1E 陳健朗 
 

亞軍  1D 張銘峰 
 

季軍  2D 張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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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組(小三至小四) 

冠軍  4A 黃嘉寶 
 

亞軍  3D 吳昱鋆 
 

季軍  4C 張旖烜 

高級組(小五至小六) 

冠軍  5B 楊芯鎂 
 

亞軍  6D 王  潔 
 

季軍  6D 蔡卓琦 

△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英文硬筆書法比賽，獲獎名單如下： 

初級組(小一至小二) 

冠軍  2C 劉思彤 
 

亞軍  1E 吳梓萁 
 

季軍  1E 陳健朗 
中級組(小三至小四) 

冠軍  4D 葉朗正 
 

亞軍  4B 黃韻霏 
 

季軍  4A 黃嘉寶 
高級組(小五至小六) 

冠軍  6C 邱南山 
 

亞軍  5B 鄺慧明 
 

季軍  5C 許恩華 
△ 中西區舞蹈比賽獲得冠軍，名單如下： 

4A 方勵澄 4A 吳綺沅 4B 黃韻霏 4C 張旖烜 

4C 程雅琳 4C 莊佩琪 4C 黃翠嵐 4D 邱珈晴 

4D 葉  森 5A 張詩涵 5A 黎天恩 5A 翁樂瑤 

5B 關沛僖 5B 潘嘉晴 5E 黃寶琪 5E 梁瑋好 

6A 鄭鈺渝 6B 盧昕沂 6B 彭愷雪 6D 丁詩芸 
 

此致 

各位家長╱監護人   

 

 

 

                                                 校長                         謹啟 

                                                  ( 周 德 輝 )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福傳訊息：傳佈福音者的脚步是多麼美麗啊！   (羅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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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第 206 號通告 - 有關十一月份月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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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十一月_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