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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Tai Kok Tsui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2018 - 2019 年度第 381 號通告 
有關六月份月訊事宜 

 
敬啟者：茲將 2019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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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一) 

※ 期終考備試日半天上課，全校學生於下午 12:15 放學，學生依時間表穿著合適的校

服/運動服，以及準備上午之課本及有關習作。 

※ 圖書館由是日起閉館盤點。請同學儘快歸還所借圖書。 

4/6 (二) 

※ 4/6-6/6、10/6【P.1-P.6 期終考試】，請督促 貴子弟及早溫習，詳情請參閱考
試時間表，考試期間學生需穿著整齊校服，全校學生於上午 11:15 放學。 

※ 是日進行中文作文及中文考試。 

※ 小一統一派位註冊日。 

5/6 (三) 
※ 是日進行 G.E 及 RW 考試。 

※ 小一統一派位註冊日。 

6/6 (四) ※ 是日進行數學、P.1-P.5 中文聆聽、中文 P.6 視訊及英文聆聽考試。 

7/6 (五) ※ 端午節放假一天。 

10/6 (一) ※ 是日進行常識、普通話筆試及音樂(P.5-P.6)考試。 

11/6 (二) 

※ P.2 及 P.5 學生是日不用回校上課。 

※ P.3 及 P.6 學生於上午 8:05-11:15 回校進行全港性系統評估中文閱讀、聆聽及寫作

評估。 

※ P.1 及 P.4 學生於上午 8:05-11:15 回校進行學科活動。 

※ 【中國舞】訓練下午 2:00-3:30，只需跳刀馬旦同學出席。 

12/6 (三) 

※ P.1 及 P.4 學生是日不用回校上課。 

※ P.3 及 P.6 學生於上午 8:05-11:15 回校進行全港性系統評估英文閱讀寫作、聆聽及

數學評估。 

※ P.2 及 P.5 學生於上午 8:05-11:15 回校進行學科活動。 

13/6 (四) 

※ 衛生署派員到校為 P.1 及 P.6 同學接種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及德國麻疹混合疫苗，

並為有需要的 P.6 學童接種乙型肝炎疫苗。請 P.1 及 P.6 同學進食早餐及穿著運動

服。 

※ 【電腦編程及機械人製作班】下午 3:30-5:00，地點:1/F STEAM LAB。 

※ 【中國舞】訓練下午 3:35-5:05，不用跳刀馬旦的下午 4:30 放學。 

14/6 (五) 

※ 【社交小組訓練】「香港耀能協會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上午 7:45-8:45，地點 1/F

音樂室。 

※ 【柔道班】下午 3:30-5:15。 

※ 【中樂團】練習下午 3:30-5:30。 

15/6 (六) 

※ 【長笛班】下午 1:00-下午 2:00。 

※ 【小提琴班】A 班下午 2:00-3:0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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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一) 

※ 是日開始全校半天上課，放學時間為下午 12:15。 

※ P.1 同學在上課期間到香港動植物公園作英文科戶外學習。(詳見相關通告) 

※ 「恒生青少年品德達人-社會模擬人生遊戲」下午 1:30-4:30。(詳見相關通告) 

18/6 (二) 

※ P.4 同學到香港海洋公園進行「連繫學生與大自然—STEAM 學習計劃」，回校時間

如常，放學時間為下午 2:30，詳情請參閱通告 。 

※ 【中國舞】訓練下午 2:00-4:00，只需跳刀馬旦同學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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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笛班】下午 1:00-下午 2:00。 

※ 【小提琴班】A 班下午 2:00-3:00，B 班下午 3:00-4:00。 

※ 【成長的天空】P.3 進行問卷填寫。 

19/6 (三) ※ P.2 同學在上課期間到海港城商場作英文科戶外學習。(詳見相關通告) 

20/6 (四) 

※ P.6 畢業生感恩祈禱聚會暨家長祝福會，時間為上午 11:00-12:00(第三節課)。請同

學穿整齊夏季校服回校。歡迎 P.6 家長出席，有興趣參與的 P.6 家長可於上午 10:50

到大堂等候出席禮儀。 

※ 3A、3B、3C 同學在上課期間到麥當勞作英文科戶外學習。(詳見相關通告)。 

※ 【中國舞】訓練下午 2:00-4:00，只需跳刀馬旦同學出席。 

※ 【合唱團】練習下午 12:15-1:00。 

21/6 (五) 

※ 3D、3E 同學在上課期間到麥當勞作英文科戶外學習。(詳見相關通告)。 

※ 【成長的天空】P.3 進行問卷填寫。 

※ 明愛出色小義工頒獎禮，時間:下午 2:30-4:30，地點:明愛九龍社區中心禮堂。 

22/6 (六) 

※ P.6 歷奇活動日暨校友中學生活分享。 

※ 【長笛班】下午 1:00-下午 2:00。 

※ 【小提琴班】A 班下午 2:00-3:0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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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一) 
※ 【基督小先鋒】24/6-26/6 暑假福音營第一日，請已報名參加的同學帶齊用品，於

上午 11:45 返抵學校大堂集合。  

25/6 (二) 

※ 【合唱團】練習下午 12:15-1:00。 

※ 【長笛班】下午 1:00-下午 2:00。 

※ 【小提琴班】A 班下午 2:00-3:00，B 班下午 3:00-4:00。 

※ 【中國舞】訓練下午 2:00-4:00，只需跳刀馬旦同學出席。 

26/6 (三) ※ 【基督小先鋒】暑假福音營第三日，請家長準時於下午 3:45 到中環碼頭接回子女。 

28/6 (五) 

※ P.6 畢業禮，請同學穿著整齊校服於上午 9:25 準時回校。 

※ P.6 家長出席典禮時請帶同請柬於上午 9:50 入座，上午 10:00 典禮開始。 

※ P.1-P.5 學生是日不用回校。 

※ 【中國舞】參加畢業禮表演的同學請於上午 8:00 返校到 3C 課室準備。 

29/6 (六) 

※ 【長笛班】下午 1:00-下午 2:00。 

※ 【小提琴班】A 班下午 2:00-3:0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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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家長於課後準時到校接回 貴子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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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半天上課期間，如家中沒有人協助照顧 貴子弟，校方可安排學生留至學校正常放學時間下午

3:15，請以書面自行向班主任申請，但學生必須自備午膳。然而，校方只安排助理看管學生，並

無任何活動，請家長垂注。 

△ 感謝各家長到校參加校慶懇親會，本年度門券收入共$10,340.款項將撥入學校發展基金。 

△ 2018 好聲音@油尖旺學生歌唱比賽獲得亞軍，合唱團團員獲獎名單如下： 
 

5A 陳蔚嫻 5C 區宇晴 5C 林家誼 5D GERALDEEN 

6A 楊凱琪 6A 黎心怡 6A 林凱淇 6B 何欣茵 

6B 黃靜茵 6C 梁漫枝 6C 吳文雯 6D 鍾沛紜 

6D 高雨桐 6E 趙晉德 6E 崔欣恩   
 

△ 油尖旺區小學音樂藝術比賽，獲獎名單如下： 

亞軍   6A 楊凱琪 6E 趙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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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訊 
息 

季軍及最全心全意大獎 6D 顏詠淇 
 

△ 第 71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合唱團團員獲獎名單如下： 

教堂音樂-中文歌曲小學合唱組獲亞軍 

3A 葉珈睿 3A 鄺穎瑜 3C 韓心桃 3C 張鑫塱 

3D 陳溢謙 3D 趙彥陽 3E 吳綺敏 4A 文千尹 

4B 陳貽健 4B 招志銃 4B 簡佩姿 4B 謝藝穩 

4B 王慧鈺 4C 馮嘉賢 4C 梁嘉華 4C 呂玥曈 

4D 晉晞璇 4D 黃芷桐 4D 余子灝 4E 陳鼕琳 

4E 林鈺淇 5A 陳蔚嫻 5A 鍾稀蕾 5B 張欣彤 

5B 劉樂怡 5C 區宇晴 5C 林家誼 5C 吳佩慈 

5D GERALDEEN 5D 樊詩敏 5D 胡芷晴 5D 葉  子 

5E 陳巧盈 5E 鄭栢良 5E 鄺心儀 5E 吳梓晴 

6A 趙梓晴 6A 楊凱琪 6A 黎心怡 6A 林凱淇 

6B 陳嘉希 6C 林文希 6C 梁漫枝 6C 吳文雯 

6C 潘曉峰 6D 鍾沛紜 6D 何傑城 6D 劉家瑩 

6D 黃紀瑩 6E 趙晉德 6E 崔欣恩 6E 何宛俞 

6E 廖嘉兒       
 

季軍 

揚琴獨奏 6D 顏詠淇 
 

二胡獨奏 6C 林文希 
 

鋼琴獨奏   3D 林德蓉 5A 張詩涵 
 

優良獎     

1A 吳卓凝 1B 謝瀛鋌 1E 張道潤 2A 鍾  晴 

2D 陳文佩 2D 陳懿莎 2D 麥泳晴 3A 韓子晴 

3C 溫卓姍 4A 周煜森 4C 林宏灝 4C 黃翠嵐 

4E 楊日東 5A 楊芷喬 5B 梁泳楠 5B 盧奕而 

5B 黃芷敏 5B 楊芯鎂 5C 簡沛聰 5C 黃正晞 

5D 李  悅 5E 劉嘉琦 6A 龍芷因 6B 陳妙盈 

6C 楊勳埕 6D 謝靜雯 6D 黃紀瑩 6E 崔欣恩 

6E 林子容       
 

良好獎 

2D 張賀文 4C 鄧嘉美 4D 葉朗正 5B 關沛僖 

5C 江惠欣 5E 梁瑋好 6B 楊梓希 6C 葉盈希 

6D 陳灝東       
 

敲擊樂獲良好獎 
 

1A 黃正樑 1A 吳鈞言 1B 謝瀛鋌 1B 黃紫庭 

1D 梁鉦朗 1D 伍珀賢 1E 黎逸晴 1E 余彥曦 

2A 朱幸翹 2A 郭  晴 2A 顏  朗 2B 黃博朗 

2B 余曉晴 2C 陳煒賢 2C 麥穎晴 2C 王文泰 

2C 胡禧喬 2D 陳文佩 2D 朱竟誠 2D 林鍩沂 

2D 余穎欣 2D 張賀文 2E 李康晴 3B 溫苑雯 

3C 區敬賢 3C 郭焯熙 3D 周駿傑 3D 吳慧僑 

3D 黃芷瑩 3D 楊斯涵     
 

△ 小小慈善家音樂比賽 2019，獲獎名單如下： 

二級優良獎 2A 鍾  晴 
 

初級榮譽及一級優良獎 4B 陳靖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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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優良獎 4B 陳德嘉 
 

△ 第七屆香港青少年巴林普爾音樂節，獲獎名單如下： 

二級良好獎 2A 鍾  晴 
 

△ 香港名家音樂鋼琴大賽，獲獎名單如下： 

冠軍 5D 李  悅 
 

△ 第六屆香港亞太青少年鋼琴比賽，獲獎名單如下： 

第六名 5D 李  悅 
 

△ 香港語藝會第十屆文化瑰寶朗誦才藝大賽，獲獎名單如下： 

優異獎   2D 張賀文 6D 陳梓昊 
 

△ 4B 黃韻霏 作品「我眼中的樂群街公園」刊登在喜樂少年。 
 

△ 以生命為主題 閱讀報告比賽，獲獎名單如下： 

四年級最佳創作獎   4A 黃嘉寶 4E 林鈺淇 
 

四年級最佳寫作獎   4B 黃韻霏 4C 鄭栩隽 
 

五年級最佳創作獎   5A 趙國俊 5B 陳文雋 
 

五年級最佳寫作獎   5B 張鎰浠 5D 李詠騫 
 

六年級最佳創作獎   6A 趙梓晴 6B 曹咏欣 
 

六年級最佳寫作獎   6C 游詩敏 6E 廖嘉兒 
 

△ 以生命為主題故事演繹比賽，獲獎名單如下： 

一年級最佳演繹獎   1C 吳佩霖 1D 鍾耀昇 
 

二年級最佳演繹獎   2B 李子臻 2E 李英毅 
 

三年級最佳演繹獎   3D 葉子勤 3E 韋雅斐 
 

△ 第五屆「妙筆盃」全港書法比賽，獲獎名單如下： 
兒童組嘉許獎 1D 張銘峰 

 

△ 顯理柔道錦標賽 2019，獲獎名單如下： 
冠軍   3C 林孝 6E 楊朗焮 

 

亞軍   2E 陳浩宇 3D 何冠溢 5E 黎穎愉 
 

季軍 

2B 張嘉鋒 2D 屈晋浩 4B 黃栩然 4C 周天佑 

5B 劉樂怡 5D 李雨曉 5E 何詠言 6C 麥靜文 

 
 

 

此致 

各位家長╱監護人   

 

 

 

 

 

 

                        校長                     謹啟 

                                                  ( 周 德 輝 ) 

                    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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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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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條 
第 381 號通告 - 有關六月份月訊事宜 
【請將填妥之回條交班主任老師辦理】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  貴校有關六月份月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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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五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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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第 381 號通告 - 有關六月份月訊事宜 
【請將填妥之回條交班主任老師辦理】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  貴校有關六月份月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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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五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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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第 381 號通告 - 有關六月份月訊事宜 
【請將填妥之回條交班主任老師辦理】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  貴校有關六月份月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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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五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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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第 381 號通告 - 有關六月份月訊事宜 
【請將填妥之回條交班主任老師辦理】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  貴校有關六月份月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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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五月__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