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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安當主保瞻禮感恩祭
本校全體師生偕同辦學團體中華無原罪聖母女修會修女及教友家
長，在一月十七日上午在校內舉行感恩祭，慶祝學校主保聖安當瞻禮，
師生都懷着虔敬與感恩的心參與。
感恩祭由九龍灣聖若瑟堂主任司鐸麥英健神父主禮。在感恩祭中，
麥神父與同學分享了一個小故事：故事主人翁意外獲得一個袋面寫着
「一百」的袋子，可是當他打開袋子卻發現只有九十九個金幣，自此，
他就為那缺少的一個金幣而悶悶不樂，成為了「九十九」一族。麥神父
以此故事提醒同學要珍惜自己擁有的一切，貪心會使人身心靈受損，勉
勵同學們學習主保聖人聖安當捨棄財產跟隨天主，為天主作犧牲的精神；
並謹記四樞德中的「節德」，在日常生活中懂得事事節制，對抗貪念，
學會與人分享。
彌撒禮成後，兩位學生代表致送心意卡，感謝麥神父主持感恩祭。

麥英健神父主持聖安當
主保瞻禮感恩祭

同學回答麥神父的提問

校本「
校本
「 真理年
真理年」
」 開幕禮
本校於去年十月二日舉行「真理年」開幕禮，學校上
年度以天主教育五大核心價值中的「真理」為活動主題，鼓
勵學生以「信賴聖父明真理、效法聖子主耶穌、仰仗聖神辨
是非、持守真理顯公義」作為座右銘，期望在透過不同的學
習活動，讓學生能效法耶穌，明辨是非，服膺真理。
開幕禮的啟動儀式
開幕禮首先由校監李笑容修女、李偉鋒校長、家長代
表及學生代表進行一個簡單而隆重的啟動儀式。接
着校監致詞，分享了《謊言與真理》的故事，並舉
出一些當信的真理：如耶穌是真人真天主、天主是
愛、聖神是真理之神，藉以解釋聖經中包含很多真
理，也鼓勵同學多閱讀聖經，從聖經中認識真理；
多祈求聖神的光照，幫助自己認識及分辨人生的正
確道路，按真理的教導而生活。
最後，學生齊聲頌唱「真理年」的主題曲《傳 「安當小天使」帶領同學以歌聲
揚福音》來結束開幕禮。
和動作唱出主題曲《傳揚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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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2019-2020 年度
中文書法比賽得獎名單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初級組

二禮 尤詩澄

二智 李耀成

二仁 朱珈瑤

中級組

四仁 黃珈晴

三禮 林德曜

三忠 葉展博

高級組

六義 楊津瀅

五禮 周子涵

六仁 張守業

參觀文物徑

第七十一屆
香港學校
朗誦節

五六年級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六仁 李詠彤

為了培養學生對歷史建築及文物的欣賞能力、增加
學生的學習經歷以及擴闊學生的視野，中文組在 2019
年 10 月安排了六仁、六義班同學參加了由古物古蹟辦
事處舉辦的文物徑導賞活動，這次活動的參觀地點是中
西區文物徑上環線。

一二年級詩詞集誦亞軍

音樂科
參賽代表上台接受紀念證書

觀塘區第四十屆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初級獨唱組殿軍
四仁 梁琬邢

高級獨唱組優異獎
六仁 李詠彤 許殷瑜

第三十四屆
觀塘區
聯校音樂滙演
初級獨唱組優異獎
三忠 葉展博 四義 鄧諾晴
四禮 戴睿瑩及四忠 姚暻潣

學校於上學年新增管弦樂團，讓小一至
小六同學參加，增加學習樂器的機會。

合唱組比賽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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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上台接受紀念證書

表演後來一個大合照

E-Learning
in the English
Wonderland
Students love to interact with new technology, and we have found
that students are very responsive when e-learning is used to enhance the
learning process. To ensure a modern teaching approach, we think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e-learning tools with traditional learning materials.
The English Wonderland has therefore been equipped with iPads and a
state-of-the-art smartboard.
In addition to traditional teaching materials such as storybooks,
matching games and board games, students have been able to interact
with storybooks and dive deeper into fictional worlds by making use of
our new smartboard and iPads. The technology allows us to embed
relevant online clips, touchscreen games and to write or draw directly
onto the storybook. Allowing the students to circle important information
directly onto the screen provides the chance to directly interact with texts,
providing engagement like never before.
English Wonderland video
Students have been able use apps such as Quizlet both in
class and at home by using QR codes to practise spelling and reading
new vocabulary. They have also used apps such as Kahoot to check
understanding and learning using quizzes.
Students in Primary 1-3 have access to these resources every
week during their lesson with Mr Eagers. The other students also
have regular access to the English Wonderland during
English Week at St. Antonius is a fun time for everyone!
recess and extra-curricular
Every year we have 2 English weeks, each with a special theme
activities every week.
and a range of activities for the students to take a part in. This
December, our English Week was all about Christmas. The
students learned different vocabulary relating to Christmas, read
Christmas stories, sang Christmas carols, played games, and
even took part in a Christmas themed word treasure hunt.
The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the hall to play games and
win prizes. Each game provided opportunities to practise some
of the language they have learned throughout the year. There
were special assemblies for all the students in which we read a
Christmas story.
Students were provided with extra learning materials,
including a Christmas story with a read along video and activities
to complete. Students were awarded with points for their
participation throughout the week and were able to use their
points to buy prizes such as stationery, toys, or books.

English Week

We’re all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English Week!

Video Call
Every year, our English Ambassadors from P.4-6 call a school in the UK. Using our HD camera
and audio equipment, the students talk about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ir lives.
This is a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all our students, who can practise speaking and listening in
English with native speakers. Both sets of students prepa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mselves, their
school, their interests, the food they eat and the places they live.
The students learned that for every difference they found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ir
overseas counterparts, there were many similarities. For example, the students found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cartoons they like to watch, but
that they liked many of the same Youtubers
and computer games.
The students are all extremely excited
to call each other again and to learn more
from each other!
St. Antonius Primary School
19-20 Results of Calligraphy Competition
Level

Champion

P.1 to 2
P.3 to 4
P.5 to 6

2D Liu Sum Yin
4A Wong Ka Ching
5C Chu Wing Ki

1st runner-up
1D Hui Yan Yi
4E Yao King Man
5B Weng Hai Yi

2nd runner-up
2A Yan Hong Kay
3E Yip Chin Pok
6E Chan Wing Y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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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科技科
1. 學 與 教 博覽 2020 到校參觀
本校於 2019 年 12 月 13 日舉行學與教
博覽會 2020 學校參觀活動。當天參觀內
容非常豐富。首先，由李偉鋒校長致歡迎
辭，楊錦銚副校長簡介參觀活動流程。

謝兆基主任及鄧鎮東老師教授校本 LEGO
課程的示範課，學生的學習課題是摩擦
力，學生透過小組設計及動手搭建 LEGO
模型，並以比賽形式進行學習。學生樂於
進行探究活動，課堂氣氛踴躍。
楊錦銚副校長、
課程主任何仲欣主任及科學
與科技科主任周艷妮老師講
述參觀主題「從 STEM 到
STR3EAM」，並介紹科學與
科技科的創科理念、校本課
程計劃及內容等，與校外老
師分享經驗。

本校同學向嘉賓老
師 介 紹、 示 範 及 講
解學生作品。

2. 學 生學習活動

參觀老師駕駛本校
於「Think Big 策動 :
全港學界 STEM 創
意大賽 – 技能高卡
車比賽」中得獎的
高卡車。

最 後， 李 偉 鋒 校 長、 楊 錦 銚
副校長及各主任老師帶領校
外老師參觀校舍。

主辦機構
致送感謝
獎座

＊校本課程的學生作品＊
四年級學生於校本課程中，學習吸塵器的原
理後，自製屬於他們的小型吸塵器，並於本
年度的清潔大行動中，使用他們的吸塵器清
潔課室。同學不怕辛勞，認真進行清潔工作。
藉此培養他們保持環境清潔的好習慣。

４

學生自製吸塵器

智能電路迷宮

防盜器模型
立體揮春（加入聲效及燈光）

常識科
「親 子 觀 星 」 體 驗 活 動
本校於 2020 年 1 月 3 日，邀請了
嗇色園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的導
師到校舉辦首次的「親子觀星」體驗活
動，在導師的指導下，家長與學生可以
自由操控兩台不同的小型天文望遠鏡，
拉近與星空的距離。觀星活動讓學生可
從室內的天文室走向室外，體會到學習
天文的樂趣，認識宇宙的奧妙，欣賞到
天主的奇妙創造，學會與天地萬物和諧
共處，締造美好的生活。

世界自然基金會
「海下小偵探」戶外考察活動

六年級同學於 2019 年 9 月及 10 月間，
參加由世界自然基金會舉辦的「海下小偵探」戶外考察活動。
同學除了有機會乘坐玻璃底船進行珊瑚觀察外，還透過連串
富趣味性的感官活動和遊戲，引導他們探索海下灣多元化的
海洋環境，包括珊瑚群落及沙灘，並了解海洋動物的特性，
培養他們對海洋的興趣，從而啟發他們實踐可持
續的生活模式，培養環保的生活態度。

參觀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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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仁和
四義兩班同學分別到了荃灣的可觀自
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參加天文課程，
學習天文知識，增加學習的經歷，擴
闊了同學的視野。

視藝科

本年度視藝科優化國畫課程，建構富特色的校本課程。

學生積極參與校外比賽，取得佳
績，在《徐悲鴻盃國際青少年兒
童美術比賽第 17 屆徐悲鴻盃香
港賽區》高小組獲得一等獎，在
《素質星杯第 38 屆
全國少年兒童書
畫大賽》的國
畫比賽中獲得
六個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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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九龍東區游泳賽

李偉鋒校長與接力隊合照

女子甲組團體第五名

女子乙組 50 米蛙式殿軍
五仁 譚殷旂

女子甲組 4x50 米接力殿軍

女子甲組 100 米蛙式亞軍
六禮 阮配賢

九龍東區遊戲賽

女子甲組 50 米背泳季軍
六仁 李詠彤

女子甲組 50 米蛙式亞軍
六禮 阮配賢

男子初級組擲接豆袋冠軍
女子初級組擲接豆袋冠軍
團體照

女子初級組持棒穿圈亞軍
男子高級組障礙賽冠軍

女子高級組擲接豆袋亞軍
女子高級組持棒穿圈亞軍

排球隊

九龍東區田徑賽

在教練悉心指導下，
運動員不斷進步。

與友校進行友誼比賽

團體照

女子甲組 100 米冠軍 6B 呂浠銣

足球隊
及籃球隊
女子特別組推鉛球殿軍 6B 楊津瀅

本校足球隊及籃球隊雖然因疫情
關係，各只參與一項賽事，不過
各隊員都明白持續努力訓練，是
成功的重要因素，希望下年度能
參與更多賽事，讓學生發展潛能。

男子乙組擲壘球殿軍 5C 張建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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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甲組團體第六名

第七屆慈幼盃小學籃球邀請賽 - 殿軍

學生支援及輔導組
關愛遍校園 ~ 橫額設計比賽各級冠軍得獎作品

關愛遍校園
橫額設計比賽得獎名單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一義 陳弘一

二仁 何兆翔

三忠 葉展博

冠軍 陳弘一 何兆翔 葉展博 黎宥嘉 李詩雅 李詠彤
亞軍 黃心悅 鍾耀昇 莊靜希 林卓盈 李樂兒 彭梓晴
季軍 林樂澄 胡勤智 陳淳曦 高嘉怡 余恩彤 許殷瑜

四禮 黎宥嘉

敬師日活

五忠 李詩雅

動

六仁 李詠彤

優異 李晉宇 尤詩澄 曾繁灝 許瑞琳 鄭綽瑩 陳咏雪

成長的天空活動

同學在活動中學習
與人溝通及合作的技巧。
努力的成果，一同分享。

鮮
學送上新
家長及同 教導。
，
日
師
去年的敬 衷心感謝老師的
水果，

經歷三年的成長活動，大家
已彼此認識，建立友誼。

成長課

閃耀大使

小五成長課：
服務學習 - 奇義旅程
幼稚園生很享受我
們的攤位遊戲。

感謝家長義工到校
協助指導學生。

閃耀大使進行訓練

閃耀攤位遊戲

讓我閃耀獎勵計劃
我閃耀獎勵計劃」得獎學生情況
獎項

得獎人數

「讓我閃耀獎勵計劃」白金戰士

116 位

「讓我閃耀獎勵計劃」鑽石戰士

109 位

「讓我閃耀獎勵計劃」金戰士

146 位

同學正商量給幼稚園
生玩的攤位遊戲內容
服務完成後，我們一起大合照

安當家長學堂

真理講座
攤位大使教導
同學玩遊戲
一、二年級

家長學堂 減壓課程

三、四年級

家教會活動 紮頭髮班
兒童常見情緒困擾
家長講座

五、六年級

７

知壓減壓工作坊
家長情緒共舞工作坊

家教會活動 - 化妝班

2019 年 12 月 14 日家長日，書
商及軟件商在校內擺放展覽攤
位，介紹優質圖書及實用軟件。

悅讀大使伴讀
初小的學生

圖書館活動
悅讀大使及老師在圖書資
訊時間向同學推介圖書

家長義工在學校圖書館協
助整理圖書，並為同學佈
置一個舒適的閱讀環境。

圖書館添置了圖書消毒機，
確保學生經常接觸的圖書
得到徹底的消毒。
小一無功課閱
讀日，同學專
注地閱讀圖書

訓育組秉承校訓「公、誠、勤、毅」的精神，培養學生具備「樂於學習；善於溝
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的學習態度，因應校本情況，建立校本的「宗、訓、輔三
合一」的框架，從而培養學生成為具備公正、誠實、 勤奮、毅力等美德的好學生。

訓育組

本組在一至六年級均推行「和諧校園」課程，並配合一系列的活動，例如 : 月訓、
賞識特區、學生約章、訓育講座、領袖生培訓等，帶出「和諧校園」的訊息。訓育組
更與其他科組合作，制定校本訓育計劃，讓學生在和諧、關愛的氛圍下學習。

課室秩序比賽
課室整潔比賽

學生約章匯報

學生約章學生作品

禮貌大使
訓育講座

風紀宣誓

好學生好行為低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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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學生好行為高年級

編輯小組 顧問：李偉鋒校長 本期編輯：張文茵老師

雅軒設計 : 23655628

領袖生培訓風紀

領袖訓練 -「結伴同航」訓練計劃
領袖訓練 - 學友社團隊小領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