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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份校務 / 活動預告  

5-6 月 
【成長的天空計
劃（小學）】 

P.4 (詳見學校簡訊 No.106)、P.6 (詳見學校簡訊 No.108) 
＊部分活動需家長出席，請留意相關簡訊。 

2/5(一) 假期 勞動節翌日假期。 

3/5(二) 

P.1-3 
恢復面授課 

詳情請閱學校通告 NO.182A/21-22 

導修課開始 時間：下午 2：30-3：00(逢星期一、二、四) 

更換夏季校服 全校同學更換夏季校服。 

「抗疫飲食全
攻略」家長講座 

詳見學校通告 No.169/21-22 

6、13、20、
27/5(五) 

綜合課 
時間：下午 2：30-3：15(逢星期五)  (詳情請閱學校通告 NO.180/21-22) 
學生需於課堂開始前 10 分鐘登入 

7/5 (六) 
P.6 家長到校領
取升中選校資料 

詳見學校通告 NO. 173A/21-22 

9/5(一) 假期 佛誕翌日假期。 
12/5(四) 教師發展日 是日全體同學不用回校上課。 

16/5(一) 
課後輔導/ 

課後學習小組 

以下的課後輔導及課後學習小組日期有更新，並在下午繼續以網課形式
進行，請家長提醒學生按最新通告日期及時間準時出席課堂。 
1) 中、英、數科課後輔導 
2) 二、三年級英文學習小組 
3) SENSOR 小組 
4) 喜躍悅動小組 
5) 好牧人計劃 (上午 10:55 – 下午 12:00) 

17/5(二) 
聖母月祈禱會
暨六十周年 
校慶啟動禮 

時間︰上午 11:30-下午 12:20，其餘時間照常上課 
綜合課會補回上午 11:30-12:20 的課堂 
全校學生是日須穿着體育校服回校。 

19/5(四) 
「與孩子同行」-

從親子遊戲治療
看安全關係 

詳情另行通告 

21/5(六) P.1-5 家長日 詳情另行通告 
 

6 月份校務 / 活動預告 

3/6(五) 假期 端午節假期。 
10、17、
24/6(五) 

綜合課 
時間：下午 2：30-3：15(逢星期五)  (詳情請閱學校通告 NO.180/21-22) 
學生需於課堂開始前 10 分鐘登入 

18/6(六) 
小一新生 
訂購日 

2022-2023 年度 P.1 新生訂購校服、課本及校車服務。 (詳情另行通告) 
時間﹕上午 9:00- 11:45    地點﹕地下有蓋操場     

28/6(二)
至 

4/7(一) 

P.1-4 考試    
P.5 報分試  
P.6 畢業試 

全校學生放學時間：下午 12:15  (詳情另行通告) 
(校車接放學時間，請與司機或保母聯絡。)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 

 
  月 訊 
    2022 年       

   5 及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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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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藝龍虎榜(校內比賽) 
中文科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上學年 

「啟慧中國語文」 

優秀學生閱讀獎 

一年級首五名 1A 朱致衡 1A 邱翠盈 1D 梁敏頤 1C 林孝一 1B 吳立浠 
二年級首五名 2D 周蔚瑜 2C 吳進彥 2E 李彥灝 2B 林兆峰 2E 楊沁叡 
三年級首五名 3D 黃嘉軒 3D 李駿熙 3B 葉叡熹 3E 彭卓瀅 3D 王思雅 

四年級首五名 4E 梁富淇 4A 何泳錡 4A 廖詩言 4E 黃浩誠 4A 林奕希 
4D 姚俊陶 

五年級首五名 5A 黃子軒 5A 葉匡喬 5E 陳奕瑜 5A 徐芷晴 5E 區馨文 
六年級首五名 6E 何紫瑤 6E 杜智康 6E 陳怡琳 6A 伍焯盈 6A 李凌澤 

 

學藝龍虎榜(校外比賽) 
第 73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獨誦)得獎學生名單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粵語/普通話

獨誦 

冠軍 6E 聶維萱 

季軍 1B 郭幸兒  6E 施金宏  

優良 

1A 陳志霖   1A 譚煦澄 1E 歐恩貝 2A 蔡慧霖 2B 林兆峰 2C 張可晴 

2C 何鎂殷 2D 歐苡澄 2D 陳信宏 3C 張越 3C 周穎彤 3C 曾緻瑩 

3D 勞天恩 3E 張佳淇 3E 李明謙 4A 聶維志 4B 許子彥 4D 翁雨莊 

4E 潘芯妤 4E 陳姵而 4E 陳一心 5A 曾泫誠 5A 林子諾 5A 梁紫瑜 

5A 譚恩寧 5A 葉匡喬 5E 陳諾琛 5E 吳佩如 5E 周忻澄 5E 勞星倫 

6A 何浠綸 6A 翁俊浩 6E 陳俊文 6E 李柏宏 6E 杜智康 6E 王綽瑩 

6E 李澤怡 6E 呂世胤  

英語獨誦 

亞軍 5B 葉俊葳 

季軍 3D 鄧司悅  5A 譚恩寧    5D 陳韻晞    5E 區馨文   

優良 

1B 李佩菲  1E 朱浩霖  1E 歐恩貝  2D 歐苡澄  2D 陳信宏  3C 何鍵一  

3C 曾緻瑩  3D 戴凱喬 4A 周穎琛  4A 蕭晞彤  4E 陳一心  4A 何泳錡  

4A 巫承坤  4E 馬英文  4E 曾海晴  5A 葉匡喬 5A 葉梓晴  5A 彭彥丰  

5B 鄭梓軒  5E 趙樂禧  5E 鍾啟幫  5E 鄧喬駿  5E 吳佩如  6A 侯廸生 

6A 麥巧橋  6A 周沚晴  6A 朱樂軒  6A 李凌澤  6C 陳泳君  6C 吳彤    

6E 莊沛謙  6E 李柏宏     

宗教獨誦 優良 5E 周樂恩  5E 黃琛瑜  6D 潘穎彤  

 

體育科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班/ 學生姓名 

九龍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 60 米季軍 4A 何泳錡 

男子甲組跳高季軍 6D 陳明駿 

團體銅獎 

4A 何泳錡 

4A 金曉彤 

4E 梁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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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 

比賽項目 獎項 
得獎名單 

班/ 學生姓名 

香港小學電腦奧林匹克比賽
2021/22 

優異獎 6E 陳俊文 

港大創科系列余振強盃 

STEM in Computational Thinking 

計算思維評估 2021-2022 

二等獎 6E 李柏宏 

三等獎 

5A 何浩冬    5E 朱致澄 

5E 陳奕瑜    6A 李凌澤 

6E 陳家寳 

團體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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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聚龍城 
水上競技賀國慶 2021 

50 米蝶泳 – 亞軍 
50 米自由泳 – 季軍 
50 米背泳 – 季軍 

泳濤會 1A 趙梓舜 

第 13 屆【中華挑戰盃】 
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普通話古詩組 
初小組 – 亞軍 

中華語言藝術 
研究中心 

2B 林兆峰 
普通話新詩組 
初小組 – 亞軍 
普通話繞口令組 
初小組 – 優異獎 

普通話新詩組 
初小組 – 優異獎 

2D 歐苡澄 

聯校音樂大賽 2021 
小學弦樂(小提琴)獨奏 – 初級組 

金獎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3A 郭耀駿 

全港學界數學挑戰賽 2021 小學五年級組 – 銀獎 
香港青年兒童 
文藝協會 

5E 區馨文 

Swimming time trial gala 
10-11 歲 50 米蛙泳 – 冠軍 

10-11 歲 50 米自由泳 – 亞軍 
添仕泳會 5E 吳日烯 

全港社區體育舞蹈公開賽 
香港 2021 第四站 

11 歲或以下單人組倫巴舞 
冠軍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6A 麥巧橋 

11 歲或以下單人組查查查 
亞軍 

11 歲或以下單人組查查查、 
倫巴舞及牛仔舞 – 季軍 

11 歲或以下單人組森巴舞及 
鬥牛舞 – 季軍 

第 23 屆香港公開精英 
體育舞蹈錦標賽 

12 歲及以下花式牛仔舞 
季軍 

香港國際標準舞者會 

閱讀挑戰計劃 傑出表現學生獎 
香港教育城 
香港閱讀城 

6E 何紫瑤 

2021 少年説朗誦節 高小組 – 季軍 少年說漢語訓練基地 6E 施金宏 

第 13 屆世運盃乒乓球比賽 中級組單打 – 亞軍 
香港世運乒乓球 

訓練中心 
6E 曾愷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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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養學生品格強項 

學生輔導員:劉建澤先生 

香港學生面對來自學業、體藝、家庭、

人際關係等多方面的壓力，情緒健康令人關

注，慈天重視學生的身心靈健康發展，去年

獲「香港小童群益會-全方位校園支援計劃」

邀請，合辦「友愛總動員 2.0」計劃，推廣

及培養學生品格強項，培育學生的正向發

展。 

 

「品格強項」指我們的正面素質，它不

但影響我們的思想、感受和行為，也是讓我

們邁向最美好自我的關鍵，幫助我們通向更

美好的人生道路。比起其他技能和天賦，品

格強項是我們最核心的部分，因為它所反映

的是我們最真實的自己。正向心理學之父馬

丁．沙利文博士(Martin Seligman)提出，

當我們了解自己的強項與美德，並加以有效

運用和發揮時，我們就會感受到正面的情

緒，能建立美好及豐盛的生命。例如當我們

運用性格強項中的「勇敢」和「堅毅」去堅

持自己的理想時，我們便會感到滿足，並覺

得生命充滿意義和豐盛。 

 

要培養學生的品格強項，並不能單靠課

堂訓練和課外活動，而是應透過日常生活中培養，家長是孩子學習的對象，孩子從觀察家長的言行

舉止，學習待人處事的方法和建立價值觀。不難發現，在我們的交談中，有意無意會透露出我們自

身的價值觀。例如我們經常會說︰「甲同學的英文能力很強」、「乙同學每天都會溫習數小時」但是，

我們卻很少說︰「甲同學很勇敢」、「乙同學很幽默」這些對話在有意無意間令學生覺得家長只注重

學業，而忽略各種品格強項。 

 

因此，家長們不妨在日常生活中多稱讚或提及學生的品格強項，例如「感恩」、「樂觀」、「勇敢」、

「領導才能」等，除了加強學生對品格強項的認識，也可以令他們知道家長亦注重他們在學習以外

的成長。另外，家長亦可以鼓勵學生多玩一些鬥智鬥力的遊戲，例如砌積木、角色扮演、捉迷藏等，

幫助他們啟發創意、發掘好奇心、建立關愛等品格強項。今學年，慈天舉辦了「網上桌遊挑戰」、「快

樂大使培訓計劃」、「培養正向孩子：喜愛學習的心」家長講座等，目標正是讓家長及學生認識品格

強項，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另一方面，家長可以利用「慈天好學生小冊子」，跟學生認識不同的「聖

神果子」美德，以文字嘉許學生的好行為，正好發揮家校合作精神 ─ 家校攜手，一起輔助學生健

康成長。 

參考資料: https://kknews.cc/baby/lpbjer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