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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一直致力推展天主教教育五大
核心價值，上年度以「愛是諸德之冠」
為主題，並於二月二十八日至四月十三
日舉行主題月，在各級舉行不同的主題
活動，藉此培育學生愛主愛人，關顧別
人需要的良好品德。
一、二年級的副題為「主愛 ‧ 滿家庭」，分
別有三個主題活動：《圍城跑手》電影欣賞、關心
家庭盆栽和「骰出愛心」摺紙活動。透過主題月的
活動，讓學生明白家庭是天主賜給我們的生命聖
所，培養他們懂得感恩和愛護家人的態度。三、四
年級的副題為「主愛 ‧ 遍校園」，分別有兩個主
題活動：《彩．虹》電影欣賞、朋輩互助活動 -- 高
年級教導低年級同學閱讀聖經故事及帶領低年級同
學參與宗教周活動。透過活動，讓學生明白天主是
愛的根源，培養學生藉着天主的愛，能與同學彼此
扶持。五、六年級的副題為「主愛 ‧ 傳世界」，
分別有三個主題活動：《愛．是》電影欣賞；五年
級學生進行服務學習，服務幼稚園學生及長者；六
年級學生分班探訪獨居長者、長者日間服務中心及
清潔沙灘，藉行動實踐愛德，培養學生愛主愛人愛
大地的精神。

傳真︰ 2349-6371

網址︰ http://www.saps.edu.hk

電郵︰ info@saps.edu.hk

高年級教導低年級同學
閱讀聖經故事，同學們
都認真投入。
主題月開幕禮
同學齊唱主題曲《愛頌》

同學親自製作
盆栽送給家人。

探訪長者日間服務中心
六年級同學到大埔沙灘清潔
海灘，實踐愛大地的精神。

愛德主題電影欣賞

服務學習（長者）

及 文 化 之
州
朝
聖
旅
廣

服務學習
（幼稚園學生）

聖安當小學及聖安當幼稚園的校監、
校長、教師及香港中華無原罪聖母女修會
的修女，一行七十六人，於三月二十六日
及二十七日踏上廣州兩天一夜朝聖及文化
之旅。第一天首先參觀了廣州中山紀念堂，
了解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蹟及相關的歷史
事件，跟着前往有接近 130 年歷史的沙面
露德聖母堂朝聖祈禱，作靈性培育。然後，
大家遊覽了沙面歐式古老建築群，了解沙
面淪為英法租界地的歷史。

宗教週
配合學校的主題月，本校於三月十二日至十六日舉行一年一度的宗教
週，以「愛德」作主題。藉着宗教週的活動，讓同學明白「我們應該愛，
因為天主先愛了我們。」( 若 4:19)，所以同學要以愛還愛，愛主愛人。
宗教週舉辦了一連串的活動，包括高年級同學教導低年級同學閱讀聖
經故事，讓學生體驗服務他人的喜樂；「明愛天糧」曲奇義賣、基督小先
鋒賣旗籌款等，鼓勵同學實踐四旬期的精神，克己扶貧，照顧社會中的弱
勢社群。此外，還有福音攤位遊戲、宗教書籍展覽等活動。透過這些活動，
教導同學效法基督，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愛德，以彰顯天主的愛。

第二天，眾人到石室聖心大教堂探訪
廣州教區中華無原罪聖母女修會的修女。
大家在這座廣州最宏偉的哥德式大教堂朝
聖祈禱，洗滌心靈，並認識了教堂內窗櫺
上展示的聖經和聖人事蹟。最後，透過參
觀廣東省博物館，認識有關廣東省的歷史、
文化、自然、藝術和風俗。這趟廣州朝聖
及文化之旅讓眾人的身心靈都得到滋養。

同學們投入
參與福音攤
位遊戲。

到石室聖心主教座堂朝聖。

露德聖母堂朝聖

支持社會企業。

宗教書籍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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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州中山紀念堂留影。
到廣東省博物館參觀。

五年級獨誦

四年級獨誦

中文科

校內朗誦比賽得獎同學

校內中文書法比賽得獎名單
  組別
初級組
中級組
高級組

冠軍
二仁  譚韻怡
四仁  易   格
六仁  何逸文

亞軍
二智  蘇嘉欣
四禮  張守業
六義  周智浩

季軍
一仁  陳佩妍
三智  黃日希
六仁  梁君寧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比賽得獎同學

校內朗誦比賽成績
級別 / 活動
一年級集誦
二年級集誦
三年級獨誦
四年級獨誦
五年級獨誦

冠軍
一智
二仁
三禮 羅羨怡
四義 蔡欣桐
五仁 尤詩湲

亞軍
一忠
二義
三禮 李樂兒
四仁 李詠彤
五智 蕭楚盈

季軍
一禮
二智
三智 方匯勤
四義 趙嘉雯
五智 邵幸怡

冠軍 六義 余泳詩

第六屆紫荊盃全港小學德育

一年級集誦

及公民教育朗誦比賽得獎同學

二年級集誦

第十一屆全港學生
公開朗誦比賽得獎同學

亞軍 六忠 胡穎詩

季軍（四仁 李詠彤）、
優異（六義 余泳詩 余紀詩）

華服日攤位

中華文化大使活動

寫揮春
大家一起說繞口令

St. Antonius Primary School was back once again for the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Once again the students put in an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which won the first prize! The story is about an
ugly scientist who invented a food machine. His neighbours think he uses
it to turn people into food. One day the naughty child plays with it and
turns himself into a tomato. His mum assumes it was the scientist who did
it and the child lets her think that. Finally the scientist’s wife returns home
and explains he uses this machine to help children in need. The moral is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This year our puppets were truly innovative and the students worked
extremely hard to learn new skills and practice to the best of their ability.
Congratulations to the two time puppetry champions of Hong Kong! (201617 champion & 2017-18 champ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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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econd term our school held another English week.
This time the theme was called ‘I love films’. Students had a lot of
fun and participated in many different ‘film’ related activities.

Fun booth games on the playground

Photo booths and searching for films

Exciting film quiz shows

同 學 們 積 極 參 加 校 外 數 學 比 賽，
獲得多項優異成績。

第四屆
全港數學挑戰賽
( 初賽 )
世界數學測試 (2017 秋季 )

數學科 8-11 歲組
優良 10 人 良好 6 人
解難分析科 8-11 歲組 優良 9 人 良好 11 人
數學科優良獎、
解難分析科優良獎
六仁  何逸文
12-14 歲組

小六組
團體亞軍
個人金獎
個人銀獎
個人銅獎
個人優異獎

六仁  張凱斌  六仁 何逸文  六仁 蔡子傑  
六義  何依霖
六仁  張凱斌  六仁 何逸文
六義  傅咏姿  五仁 張廷超
六仁  楊卓諾  六義 何依霖  五仁 李澤霖  
五義  羅巧熙  五義 唐煜明  四義 楊逸昇
11 人

第四屆全港數學挑戰賽 ( 決賽 )
2017-18
第十三屆
全港小學
數學比賽
( 觀塘區 )
全場季軍
銀獎
智多星季軍
優異

小六組個人賽優異獎
( 第十三名 )
小六組個人賽首六十名
小六組團體賽首六十名

六仁  何逸文
六仁  張凱斌
六仁  何逸文   
六仁  張凱斌  
六仁  蔡子傑

六仁 何逸文   六仁 蔡子傑  五仁 張廷超
六仁 何逸文   六仁 蔡子傑  五仁 張廷超
五仁 張廷超
六仁 李嘉健   六仁 香紫逸  六義  傅咏姿
六義 關家欣   五仁 李泓蔚  五義  唐煜明

數學周
玩攤位遊戲後，集齊指
定數量的印章，便可以
換取心儀的禮物啦！

視藝科

在午間閱讀時間，同學們努力完成數學周
活動小冊子的內容，並與同學們一齊動腦筋研究有趣的數學題目。

同學們認真、投入地參
與數學科攤位遊戲。

三智班麥曉藍同學的作品「貧和富」
在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2017/18）
中獲金獎榮譽，在香港大會堂展覽，
而作品相片更於香港國際機場展出。

在早會時段，數學科
老師與同學們進行富
挑戰性的學習活動。

一年一度的視覺藝術
展在評估三後展開，
本年除了展出以愛德
為題的作品外，還展
示一至六年級的陶藝
作品。同學都用心觀
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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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1. 資優科探課程─科學小偵探計劃
本校於 2018 年 1 月至 4 月期間為四年級的同學舉辦了資優科
探課程，同學有機會親身進行不同的科學探究活動，如蘋果不變
褐、降落傘、水火箭、紙巾大比拼、風向計、指紋鑑證等。他們要
發揮合作、創意、探究解難的精神，完成任務。

2.《學得有法》學習能力 2018 比賽
       常識問答校隊同學於 2018 年 4 月 28 日 ( 星期六 ) 參加了由瑪利
諾中學舉辦的《學得有法》學習能力 2018 比賽。十位參賽同學鬥智
鬥力，發揮團隊和合作的精神，終於在比賽中獲得季軍。

3.「安當科技小達人」再奪殊榮，越戰越勇 !
      安當科技小達人在本學年繼續積極參與各項 STEM 科技比賽。小達人在
賽前花了很多時間準備，並需臨場發揮自己的科技天份，利用不同的材料製
作比賽模型。縱然當中過程遇上不少挫折，同學們都以堅毅的精神，克服了
重重困難，最終在比賽中獲得了驕人的成績。「安當科技小達人」實至名歸 !

比賽名稱
科技奧運會「蒸氣船設計比賽 2018」
聖若瑟英文中學 STEM 推廣計劃 小小科學家之機械人比賽
第三屆 STEM 創意解難挑戰賽—
LEGO 機械工程師大賽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 mini 奧運會 2018
全港學界機械人相撲比賽
聯校機械人大賽 - 遙控機械人足球賽
小學聯校 STEM2.0 比賽
全港機械人海洋保育運動

獎項
二等獎
亞軍
冠軍
最佳合作獎
銀獎
季軍
季軍
( 機械人爬橫桿比賽 )
金獎

全港學界機械人相撲比賽
科技奧運會「蒸氣船設計比賽 2018」

小小科學家之機械人比賽

LEGO 機械工程師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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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聯校 STEM2.0 比賽

遙控機械人足球賽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 mini 奧運會 2018

全港機械人海洋保育運動

4. 世界自然基金會「濕地小偵探」戶外考察活動
     六仁和六義兩班學生在本年初有機會參加由世界自然基金會舉辦的「濕地小偵探」
的戶外考察活動。學生能夠近距離觀鳥之外，還可以認識濕地的生態環境，培養對大
自然環境的欣賞能力和關注，以配合常識科課程發展，從而實踐可持續的生活模式。

5. 參觀機電工程署
      為了貫徹教育改革路向——教
學跑出課堂，讓學生進行全方位學
習。四仁班和四義兩班同學在 5 月
份到了九龍灣參觀機電工程署，提
升學生對機電安全的認識，增加學
生的學習經歷，擴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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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球 隊
足 球 隊

九龍東區學界排球比賽女子組總亞軍

九龍東區學界排球比賽

本校足球隊參與多項賽事並取得優異成績，如 2017 觀塘瑪利諾碗賽冠軍、
第十三屆觀塘區小學三人足球比賽銀碟賽冠軍、2017-2018 年度賽馬會五人足球
盃學校組 ( 九龍東分站 ) 殿軍等，足球隊各隊員付出的努力及各家長的支持，是
足球隊成功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足球隊亦參與不同類型的足球活動，如「車
路士足球學校足球兩面睇健康講座 < 睇波不賭波 >」，增進學生對足球鞋及足球
訓練的專業知識，每位足球隊
隊員都樂在其中。
2018 NikeAcademy 足球推廣

排球隊參加了九龍東區學界排球
比賽，每次比賽，學生都全力以赴，
最終奪得學界總亞軍，而六禮班虞靜
嵐同學和六義馬宜倩同學更被獲選為
傑出運動員，為校爭光。

教練悉心指導下，運動員
不斷進步，終於獲取佳績。

教練給予運動員比賽策略及提示。

2017 觀塘瑪利諾碗賽冠軍

友校排 球 邀 請 賽

籃

球隊

鄭裕彤排球邀請賽女子組四強

李福慶排球邀請賽女子組亞軍

籃球校隊參與不同賽事並取得優異成
績，如第五屆慈幼杯小學籃球邀請賽亞軍、
賽馬會社區體育盃 - 籃球比賽 2018 季軍等。

2017-2018 年度九龍東區小學
學界籃球比賽 ( 男子組 ) 優異

慈 幼 盃 排 球 邀 請 賽，
男子排球隊取得季軍。

第五屆慈幼杯小學籃球邀請賽亞軍

學 校 運 動 會
2018 年 2 月 2 日，本校於九龍灣運動場，舉行了「1718 校內運動會」。當
日氣氛熱鬧，小一至小三學生參與遊戲賽；小四至小六學生參與田徑賽。下午時段，
更有「班際接力賽」與「家長、師生接力賽」，將場內比賽氣氛推向高峰。
校方十分感謝頒獎嘉賓校友中醫師李廣冀博士抽空出席 ; 三十多位家長義工
全力服務 ; 百多位家長蒞臨觀戰。這些都是支持學生，支持學校的最強動力。

九 龍 東 區 遊 戲賽
女子高級組擲接豆袋，取得冠軍

校監李笑容修女帶領眾人祈禱

女子高級組持棒穿圈，取得冠軍

運動員宣誓

女子初級組擲接豆袋，取得冠軍

女子高級組，團體冠軍

羅偉國校長致歡迎詞

小一障礙賽頒獎

女子初級組持棒穿圈，取得冠軍

小五男子 60 米頒獎

一年級班際接力賽頒獎

家長師生接力賽冠亞季頒獎

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
校友李廣冀博士

女子初級組，團體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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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樂
音

本學年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的
學校支援夥伴計劃，在五年
級音樂科課程引入電子學習
策略，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
機和自學能力。

音樂科走出教室，五年級同學到沙
田大會堂參加粵劇學生專場，開闊
學生的眼界及提高對粵劇的興趣。

觀塘區第三十八屆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同學還可以穿上粵劇服飾，
於台上學習走位呢 !

十四位同學於第七十屆
香港學校音樂節獲獎
第三十二屆觀塘區
聯校音樂匯演

合唱小組獲優異獎

四仁班李詠彤同學獲初級組獨唱冠軍。
四仁班許殷瑜同學獲初級組獨唱季軍。

校際音樂節比賽中文聖詩組，獲優良獎狀。

小提琴組同學於 2018 年 5 月 8 日
參加千人弦樂同奏創紀錄活動，
演奏名曲【獅子山下】及【龍的傳人】。

公民教育組

中國鼓組於 2018 年 2 月 8 日參加第
三屆香港敲擊樂大賽，獲優異獎。

2. 培養正確的公民意識，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為培養學生對社會的責任與承擔感，本校積極舉辦各項與公
民教育有關的活動，包括模擬社會人生遊戲、參觀立法會、參加
各項《基本法》及國民教育相關的講座和比賽等。此外，本校的
升旗隊在每個星期一的早會中舉行升旗禮，讓同學在莊嚴的國歌
聲中，看著隨風飄揚的五星紅旗，培養國民身份的認同和歸屬感。

1. 學會成長．活出價值 －
品德達人職場體驗計劃
      安當學生也上班？沒錯，今年十六位五年級學生參加了
由恆生銀行贊助、聖雅各福群會舉辦的「恆生青少年品德達
人職場體驗計劃」，親身感受成年人在職場工作上的滋味。
我們畢業了
品德達人到職場工作前，要經過數星期的職前訓練，包括學
習如何乘車到上班地點、掌握工作中所需的技術及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到了正式上班的
日子，他們被分派到不同的部門工作，有的要派發傳單、有的協助義賣、有的負責剪線頭、
有的負責清潔工場。起初他們都興致勃勃，對上班感到十分新奇。可是經過兩天辛勤的勞
動後，品德達人都筋疲力盡，更異口同聲地說 :「原來爸爸媽媽上班時是這麼辛苦的！我
將來一定要好好報答他們呢！」
這次活動除了帶給品德達人寶貴的工作體驗外，更藉此讓他們以行動實踐責任、誠信、
尊重及關愛四大品德。各位同學，將來你們投身社會時，也要好好實踐
這些品德，努力為社會作出貢獻！

參觀立法會

模擬社會人生遊戲

透過小組活動讓我們學習團隊精神。

同學認真地完成主管導師要求的工作。

同學們專注學習四大品德。

升旗禮

我們整裝待發，準備售賣曲奇。
主管導師向同學簡介工作流程。

到底獎牌是怎樣製作的呢？
同學們正在專注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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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 出 廣 東．翱 遊 神 州

中國發展一日千里，聖安當學生當然要深入了解
國情，及早把握未來的種種機遇。今年我們更衝出廣
東，登上飛機深入神州其他城市，進行兩項不同主題
的考察活動。我們期望學生透過考察活動，不但能加
深對中國的歷史、文化、自然保育、創新科技和經濟
等各方面的認識外，更從中培養學習獨立和與人相處
的能力，以裝備自己面對將來各種的挑戰。( 如欲觀
看更多精彩相片及學習成果，請瀏覽本校網頁。)

整裝待發，準備上機 !

到了上海的著名景點 – 上海外灘和東方明珠電視塔，當然要拍照留念呢！

我們在上海科技館裏了解中國當代的科技發展。

四川科技館，樂而忘返 !

四川學生的舞蹈技藝精湛，真令
我們大開眼界 ! 他們更親手製作
了紀念品送給我們呢 !

來到「東方佛都」，當然要參觀一下 !

參觀四川恐龍博物館，看真正的恐龍化石。

一邊享用美味的晚餐，一邊欣賞
精彩的我國國粹 – 變臉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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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寶 – 大熊貓，可愛極了 !

訓育組
本年度訓育組透過整個「和諧校園框架」讓學生在和諧的校園中上課，本校自訂一套縱向發展的
和諧校園課程，同時加強推動「全校參與」概念，優化恆常活動，包括月訓、賞識特區、學生約章及
講座等。更於和諧校園活動作創新的配合，如領袖生培訓等。本校以「和諧校園」及「訓之以理、育
之以恆」為宗旨，配合五大核心價值，培養學生成為「公、誠、勤、毅」的聖安當學生。

課室秩序比賽

學生約章學生作品

課室整潔比賽

學生約章匯報

好學生好行為 ( 低年級 )

禮貌大使

好學生好行為 ( 高年級 )

訓育講座
參觀警察學院及觀賞學警畢業綵排
風紀宣誓

「結伴同航」訓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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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毒人人愛活動計劃－
抗毒奇兵大比拼小學組亞軍

四仁班李詠彤同學在梓峰之星故事演講大賽中榮獲冠軍及最具自信獎

2017 年 12 月 16 日校內書展，
介紹優質圖書及實用軟件。
華服日
猜燈謎活動

六義班余泳詩同學榮獲全
港兒童故事演講比賽冠軍

17-18 年度
悅讀大使

老鼠記者故事分享活動

悅讀大使與低年度
學生一起閱讀圖書

作家君比蒞臨本校，以愛為
題材分享寫作技巧與心得。
悅讀大使和老師在圖書
資訊時間向同學推介圖書

校內故事演講比賽
家長義工為學校圖書館整理圖書，
佈置一個舒適的環境讓學生閱讀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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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額設計比賽得獎名單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
優異

● 關愛遍校園 橫額設計比賽得獎學生合照

一年級
陳靖沂
徐詩雅
鄒曉彤
馮家傑
楊海晴

二年級
黃心維
黎宥嘉
楊凱琳
譚韻怡
高嘉怡

三年級
黃凱穎
李凱茵
關啟健
李詩雃
方博文

● 四至六年級成長的天空活動︰

五年級
陳芷瑩
尤詩湲
紀雨佟
李芷茵
黎昳嘉

六年級
列穎詩
黃昱嵐
余泳詩
陳康翹
李嘉健

努力的成果，一同分享。

五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李詠彤
李依雯
吳旻郗
徐悅朗
黎曉淇

服務活動，學習關愛別人。

與長者一起玩遊戲。

從遊戲中學習面對困難時的解決方法。

● 學生講座

經歷三年的成長活動，同學終於畢業了。

六年級
從活動中學習怎樣關愛長者。

愛的延續講座 ( 低年級 )

升中適應講座 ( 六年級 )

● 傳承愛分享小先鋒

● 上學期敬師日活動
同學學習怎樣和長者相處。

探訪長者後，大家都獲益良多。

● 小小治療師

家長及同學送
上新鮮水果以
表謝意。

家長及同
學衷心感
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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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姊悉心教導學妹。

完成小組培訓，大家都變成好朋友了。

● 安當家長學堂花絮

營造家中豐富的語言環境家長講座

唔止玩 - 親子遊戲治療初探

九型人格管教法

家長學堂開幕禮暨「耳王十四一心」音樂劇之「原來…」

處理親子衝突家長證書培訓小組

● 讓我閃耀獎勵計劃 ( 第一、二期 )
● 故事特工隊

「讓我閃耀獎勵計劃」第一期白金戰士

家長義工生動有趣地講故事

「讓我閃耀獎勵計劃」第二期白金戰士及關愛校園獎

● 閃耀大使活動閃耀大使活動
。

家長講故事後，同學都踴躍回答家長的提問

閃耀大使訓練

「讓我閃耀獎勵計劃」得獎學生情況
第一期
第二期

                            得獎人數
白金戰士 107 位   鑽石戰士 90 位   金戰士 128 位
白金戰士 246 位   鑽石戰士 95 位   金戰士 141 位

閃耀大使主持攤位

遊戲。

● 閃耀大使攤位
服務。

閃耀大使積極投入

閃耀大使協助低年班學生填寫閃

耀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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