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Tai Kok Tsui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2020 - 2021 年度第 98 通告 
有關十月份月訊事宜 

 
敬啟者：茲將 202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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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四) 

※ 國慶日假期。 

※ 9 月 29 日已派發訂購冬季校服表格，如需訂購，請於 10 月 5 日(星期一)由學生交

回表格予校服公司職員，當天無需繳款，日後再通知取貨及繳款日期。 

※ 一年級或插班生如需訂校褸，同時亦應訂購抓毛內膽，以加強禦寒功效(由本學年

開始，全校學生必需穿著新款校褸)。 

2/10 (五) ※ 中秋節翌日假期 

3/10 (六) 

※ 【中國舞考級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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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登入課堂連結

將在 Teamwork School 中國舞考級班群組發放。 

4/10 (日) 
※ 由 4/10-28/11 一連八星期進行【Sportact 獎勵計劃】，請同學每天將運動時數記錄在

運動日誌內。(每天最少累積 60 分鐘才能計算)，完成及達標者可獲取證書。 

5/10 (一) 
※ 金綸校服公司派員到課室收取訂製冬季校服表格。 

※ 四年級隨堂進行中文閱讀、聆聽網上評估。 

6/10 (二) 

※ 四年級隨堂進行數學網上評估。 

※ 【敲擊樂組】安排以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3:00-4:30，每組約 30

分鐘。課堂安排會於 Teamwork School 內敲擊樂群組公佈。 

※ 【中國舞比賽訓練】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登入課堂

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中國舞比賽班群組發放。 

7/10 (三) 
※ 【社交舞訓練】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登入課堂連結

將在 Teamwork School 社交舞表演及比賽班群組發放。 

8/10 (四) 

※ 四年級隨堂進行英文閱讀(Reading)、聆聽(Listening)網上評估。 

※ 【中國舞比賽訓練】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登入課堂

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中國舞比賽班群組發放。 

9/10 (五) ※ / 

10/10 (六) 
※ 原訂於今天舉行之「全校家長座談會」將延期於 11 月 28 日(星期六) 舉行，詳情

容後公佈。 

12/10 (一) ※ / 

13/10 (二) 

※ 【敲擊樂組】安排以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3:00-4:30，每組約 30

分鐘。課堂安排會於 Teamwork School 內敲擊樂群組公佈。 

※ 【中國舞比賽訓練】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登入課堂

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中國舞比賽班群組發放。 

14/10 (三) 
※ 【社交舞訓練】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登入課堂連結

將在 Teamwork School 社交舞表演及比賽班群組發放。 

15/10 (四) 
※ 【中國舞比賽訓練】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登入課堂

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中國舞比賽班群組發放。 

16/10 (五) 

※ 下星期為一至六年級進展性評估週，請家長及早督促  貴子弟溫習。 

※ 【中樂團】練習下午 3:30-5:30。如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

詳情請留意 Teamwork School 中樂團群組公告。 

※ 【社交舞訓練】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登入課堂連結

將在 Teamwork School 社交舞表演及比賽班群組發放。 

17/10 (六) 

※ 【多元智能奧數培訓班】三年級(上午 9:00-10:30) ，四年級(上午 11:00-下午 12:30)，

五年級(上午 9:00-10:30)，六年級(上午 11:00-下午 12:30)。如仍未恢復面授課堂，

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詳情請留意 Teamwork School 多元智能奧數培訓班群組

公告。 

※ 【中樂班-古箏、琵琶、二胡、揚琴、笛子、嗩吶、大提琴、柳琴、中阮】如仍未



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詳情請留意 Teamwork School 中樂班

群組公告。 

※ 【長笛班】下午 1:00-2:00。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

詳情請留意 Teamwork School 長笛班群組公告。 

※ 【小提琴班】A 班下午 2:00-3:00，B 班下午 3:00-4:00。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

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詳情請留意 Teamwork School 小提琴班群組公告。 

※ 【戲劇班】下午 3:30-5:00 如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詳情

請留意 Teamwork School 戲劇班群組公告。 

※ 【中國舞考級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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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

上課，登入課堂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中國舞考級班群組發放。 

※ 【社交舞基礎班】時間：下午 2:00-3:30。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

(Zoom)上課，登入課堂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社交舞基礎班群組發放。 

19/10 (一) ※ 一至六年級常識科進評。 

20/10 (二) 

※ 一至六年級中文科進評。 

※ 【中國舞比賽訓練】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登入課堂

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中國舞比賽班群組發放。 

21/10 (三) 

※ 一至六年級數學科進評。 

※ 【社交舞訓練】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登入課堂連結

將在 Teamwork School 社交舞表演及比賽班群組發放。 

22/10 (四) 

※ 一至六年級英文科進評。 

※ 【中國舞比賽訓練】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登入課堂

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中國舞比賽班群組發放。 

23/10 (五) 

※ 【中樂團】練習下午 3:30-5:30。如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

詳情請留意 Teamwork School 中樂團群組公告。 

※ 【社交舞訓練】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登入課堂連結

將在 Teamwork School 社交舞表演及比賽班群組發放。 

24/10 (六) 

※ 【多元智能奧數培訓班】三年級(上午 9:00-10:30) ，四年級(上午 11:00-下午 12:30)，

五年級(上午 9:00-10:30)，六年級(上午 11:00-下午 12:30)。如仍未恢復面授課堂，

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詳情請留意 Teamwork School 多元智能奧數培訓班群組

公告。 

※ 【中樂班-古箏、琵琶、二胡、揚琴、笛子、嗩吶、大提琴、柳琴、中阮】，如仍未

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詳情請留意 Teamwork School 中樂班

群組公告。 

※ 【長笛班】下午 1:00-2:00。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

詳情請留意 Teamwork School 長笛班群組公告。 

※ 【小提琴班】A 班下午 2:00-3:00，B 班下午 3:00-4:00。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

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詳情請留意 Teamwork School 小提琴班群組公告。 

※ 【戲劇班】下午 3:30-5:00 如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詳情

請留意 Teamwork School 戲劇班群組公告。 

※ 【中國舞考級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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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

上課，登入課堂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中國舞考級班群組發放。 

※ 【社交舞基礎班】時間：下午 2:00-3:30。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

(Zoom)上課，登入課堂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社交舞基礎班群組發放。 

26/10 (一) ※ 重陽節翌日假期 

27/10 (二) 

※ 【敲擊樂組】安排以實時課堂(Zoom)分組上課，時間為下午 3:00-4:30，每組約 30

分鐘。課堂安排會於 Teamwork School 內敲擊樂群組公佈。 

※ 【中國舞比賽訓練】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登入課堂

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中國舞比賽班群組發放。 

28/10 (三) 

※ 【口琴班】第一次上課，時間下午 3:30-4:30。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

模式(Zoom)上課，詳情請留意 Teamwork School 口琴班群組公告。 

※ 【社交舞訓練】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登入課堂連結



將在 Teamwork School 社交舞表演及比賽班群組發放。 

29/10 (四) 

※ 公益金便服日 

※ 【講故事及廣播戲課程】下午 3:30-4:30。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

(Zoom)上課，詳情請留意 Teamwork School 講故事及廣播戲課程群組公告。 

※ 【中國舞比賽訓練】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登入課堂

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中國舞比賽班群組發放。 

30/10 (五) 

※ 【小結他班】第一次上課，時間下午 3:30-4:30。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

距模式(Zoom)上課，詳情請留意 Teamwork School 小結他班群組公告。 

※ 【中樂團】練習下午 3:30-5:30。如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

詳情請留意 Teamwork School 中樂團群組公告。 

※ 【社交舞訓練】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登入課堂連

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社交舞表演及比賽班群組發放。 

31/10 (六) 

※ 【多元智能奧數培訓班】三年級(上午 9:00-10:30) ，四年級(上午 11:00-下午 12:30)，

五年級(上午 9:00-10:30)，六年級(上午 11:00-下午 12:30)。如仍未恢復面授課堂，

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詳情請留意 Teamwork School 多元智能奧數培訓班群組

公告。 

※ 【中樂班-古箏、琵琶、二胡、揚琴、笛子、嗩吶、大提琴、柳琴、中阮】如仍未

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詳情請留意 Teamwork School 中樂班

群組公告。 

※ 【長笛班】下午 1:00-2:00。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

詳情請留意 Teamwork School 長笛班群組公告。 

※ 【小提琴班】A 班下午 2:00-3:00，B 班下午 3:00-4:00。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

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詳情請留意 Teamwork School 小提琴班群組公告。 

※ 【戲劇班】下午 3:30-5:00 如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上課，詳情

請留意 Teamwork School 戲劇班群組公告。 

※ 【中國舞考級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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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zoom)

上課，登入課堂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中國舞考級班群組發放。 

※ 【社交舞基礎班】時間：下午 2:00-3:30。如仍未能恢復面授課堂，將以遙距模式

(Zoom)上課，登入課堂連結將在 Teamwork School 社交舞基礎班群組發放。 

 

 

 

 

 

 

 

 

 

 

 

 

 

 

 

 

 

 



 

 

 

 

 

學 

校 

訊 

息 

△ 為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及自理能力，本校已與家長教師會取得共識，不鼓勵家長為子女補送功課、

文具、水壺及學生手冊等文件到校，如忘記帶水壺，本校會提供紙杯給學生盛水，但為了學生的

安全及健康原因，本校仍接受衣服、眼鏡、藥物（必須由家長照顧服用）、鎖匙、雨傘、健康檢

查手冊及牙科手冊，敬希 貴家長能予以配合。 

△ 復課後，如家中沒有成人照顧 貴子弟，校方可安排學生留至學校正常放學時間(下午 3:15)，惟需

預先以書面方式向學校申請。學生需自備午膳及餐具。校方只安排助理看管學生，不設任何活動，

請家長垂注。 

 
 

20-21 年度本校學生參加外比賽成績 

範疇 活動/比賽名稱 機構名稱 獎項名稱 得獎者 

音樂 

台北國際青少
年大賽 2020 

國際青少年音樂
協會 

五級鋼琴組第三名 6B 陳德嘉 

2020 菁藝盃音
樂比賽 

創意藝術發展協
會 鋼琴五級組金獎 6B 陳德嘉 

The 
International 
European Music 
Competition 
2020 

國際青少年音樂
協會 優良獎 6B 陳德嘉 

 
此致 

各位家長 / 監護人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 謹啟 

   ( 周 德 輝 )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九日 

 

 

福傳訊息：誰若在基督內，他就是一個新受造物，舊的已成過去，看，都成了新的。 (格後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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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2020-21 年度第 98 號通告 - 有關十月份月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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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九月______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