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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份校務 / 活動預告  
28/10(四)至

2/11(二) 

P.1-5 評估 

P.6 報分試 

P.1 學生進行模擬評估。 

全校學生放學時間：下午 12:15  

5/11(五) 公益金便服日 
是日全校同學可以穿上自己喜愛的服飾回校上課，響應公益金的慈善籌 

款活動，詳情另行通告。  

5/11(五)至
30/11(二) 

學童牙科保健 P.1-5 接受牙保服務檢查。(詳見通告 NO.081A/21-22_APP) 

5,12,19/11 

(五) 
綜合課 

時間：下午 2:30 – 3:15(逢星期五) 

學生必須穿着整齊校服/衣著端莊整齊，並於課堂開始前 10 分鐘登入
Google meet / zoom 網上課堂。  

5/11、19/11 綜合課以 Google meet 進行，12/11 則以 ZOOM 形式進行。 

12/11(五) 
學生支援組 

家長講座 

請已報名出席「問題行為斷捨離」網上家長講座的家長，在講座前 10

分鐘進入 ZOOM 會議，時間﹕下午 3:00-4:00。 

(詳見學校通告 NO.074/21-22_APP) 

12/11(五)至

25/11(四) 

香港學校朗誦節

獨誦比賽(代辦) 

經學校代辦參加獨誦比賽(粵語、英語及普通話)的同學，稍後會收到參
賽通知，請家長於參賽日期內自行訓練同學，並為同學錄影及上載影

片到指定平台參加比賽。詳情請參閱以下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網
址：https://www.hksmsa.org.hk/tc/?page_id=4955 

18/11(四) P.1-6 防疫注射 第一劑流感疫苗注射。(詳情另行通告) 

22/11(一) 
公佈小一自行分
配學位取錄結果 

小一自行分配學位取錄名單將上載學校網頁及張貼學校 B 門壁報板
上，家長可自行查閱。至於統一派位申請手續，請參閱教育局資訊及
本校網站。 

24/11(三) 

至
25/11(四) 

辦 理
2022-2023 年度 

小一註冊 

成功獲派「自行分配學位」的家長帶備相關文件於註冊日到學校辦理
註冊手續。(詳情請參閱網址﹕http://www.twscps.edu.hk/) 

時間：上午 9 時至 12 時，下午 2 時至 4 時 

25/11(四)至 

26/11(五) 

取消 

P.1-6學校旅行及 

旅行翌日假期 

因疫情關係，原定於 11 月 25 日的學校旅行將延期舉行，旅行翌日假

期亦會取消，詳情另行通告。 

25/11(四) 

STEM Day 

P.1、2、5 學生穿體育服回校進行 STEM 活動，詳情另行通告。 

上學時間：上午 7:55  放學時間：下午 12:15 

當天下午所有網課暫停   校車照常服務 

26/11(五) 

P.3、4、6 學生穿體育服回校進行 STEM 活動，詳情另行通告。 

上學時間：上午 7:55  放學時間：下午 12:15 

當天下午所有網課暫停   校車照常服務         

校 址﹕ 黃大仙蒲崗村道 172 號 

電 話﹕ 2327-3332   傳真：2327-6662 

電 郵﹕ mail@twscps.edu.hk 

網 址﹕ http://www.twscp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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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參加校外比賽」獎勵計劃 

 
「自行參加校外比賽」獎勵計劃得獎學生 

比賽項目 獎項 主辦單位 得獎名單 
班/學生姓名 

有問有答《基本法》 

問答比賽 
親子組 冠軍 

民政事務處 

公民教育委員會 
2A 何健兒 

夢想起航兒童創作大賽 2021 兒童 A 組(6-8 歲) 銅獎 文化藝術教育發展協會 2B 湯千逸 

聯校音樂大賽 2021 
小學鋼琴獨奏 – 初級組 

金獎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3E 林巧怡 

全港社區體育舞蹈公開賽 

香港 2021 第三站 

單人組 11 歲牛仔舞分組 A 

第三名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6A 麥巧橋 

第 28 屆起舞盃香港公開 

體育舞蹈錦標賽 

12 歲及以下花步查查查 

第三名 
香港國際舞者會 

    
學藝龍虎榜(校外比賽) 
課程組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班 / 學生姓名 

第 16 屆「衡怡盃- 

全港小學學術常識問答比賽」 

金獎 5A 陳德霖 6A 陳美婷 6E 何紫瑤 6E 李柏宏 

銀獎 

5A 丁詩婷 5A 何浩冬 5D 王建杰 6A 倪小睿 

6A 胡明朗 6B 譚穎霖 6C 陳泳君 6E 聶維萱 

6E 曾愷晴    

銅獎 

5A 黃子軒 5A 徐芷晴 5E 朱致澄 6A 朱樂軒 

6A 阮彥澄 6A 陳凱晴 6A 麥巧橋 6A 鄭喬曦 

6B 洪柏謙 6C 洪柏諾 6E 陳俊文 6E 莊沛謙 

優異獎 
5A 洪心瑤 5D 蕭凱澄 5E 吳佩如 6A 郭家謙 

6B 蔡梓晟 6E 余嘉希   

 

目 的 鼓勵學生自行報名參加校外比賽，增加不同的學習經歷。 

獎勵準則 
學生自行報名參加校外比賽(必須為區際或全港性比賽)，若獲得第一名至第四名，可

向學校申報。成功獲學校認可的成績會被記錄在月訊上。 

申報程序 
1.學生把獲獎成績(獎狀、獎牌……)交班主任核實。 

2.獲學校認可的成績會刊登在月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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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愛總動員 2.0              學生輔導員 劉建澤 

 

大家好，我是今年新入職的學生輔導員劉 sir，很榮幸加入慈天大家庭，希望在未來的

日子可以幫助培育慈天的學生，令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 

 

訓輔組一直在學校擔當重要的角色，配合天主教的五個核心價值，建立和諧喜樂的校園

文化，令慈天的學生得到身心靈的健康發展。本校在去年推行了「友愛總動員 2.0」計劃

(Project Respect 2.0)，透過校園環境培育學生的正向發展，提升學生的社交技巧及學生

之間的友伴關係，教導學生以正向方法處理衝突，並與全體師生及家長建立良好的校園氣氛。 

 

「友愛總動員 2.0」計劃融入了「PERMA 幸福五元素」，包括「正向情緒」、「全心投入」、

「正向人際」、「生命意義」及「成就感」，藉此想與家長分享其中一個元素─「正向人際」，

研究指出，比起財富、名氣，與身邊的人連結更容易令人感到滿足和快樂。更重要的是，這

些連結都是重質不重量─愈深的連結，會帶給我們愈多的滿足。試想想，就算我們月入過十

萬，但如果回到家中沒有家人陪伴，我們亦不會長久地快樂。反之，如果我們回家後有家人

陪伴，聆聽自己工作的甘苦，並加以安慰和鼓勵，這樣我們更會感到滿足。各位親愛的家長，

在子女回家後多陪伴他們，了解他們在校園的點點滴滴，讓孩子感到被了解、被鼓舞，加強

親子間的連結，通過這「正向人際」，親子關係將更和諧。 

 

在此，祝願各位家長生活變得更美滿，家庭更有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