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開拓同學對壁畫創作方面的視野及擴闊其視
覺藝術學習經驗，我校邀請了四至六年級的同學參
加校內壁畫創作活動。由藝術家及老師帶領下，兩
幅壁畫終於大功告成，壁畫的地點在學校六樓及七
樓梯間牆壁。
    是次壁畫創作主題為「向中西區出發」，目的
是希望讓同學透過集體創作，共同美化校園，加深
同學對本區的認識及了解，培養他們對學校及社區
的歸屬感。
    壁畫的構思由電車開始，沿著電車的路軌把中
西區區內特色帶進學校。六樓梯間的壁畫主要是表
達我校位於中西區，而背景是中西區著名的建築
物。同學們在耶穌的引領下愉快地學習，共同分享
主的愛；而七樓梯間彩色繽紛的壁畫主要是繪畫出
位於中西區古色古香的店舖，如海味店、古董店、

糧食雜貨及葯材店等，富有中西區區內的傳統特色。這兩幅壁畫色調豐富，並運用了暖色，無論在構圖、用色及設計都
希望突顯出中西區繁華的景象。現在就跟你們分享他們心血的成果吧！

樓梯間的壁畫終於完成了！
《「向中西區出發」壁畫創作活動》

姓名：鄭蔚昕         班別：六乙班
    起初，我對壁畫創作一知半解，但參加這次活
動後，我覺得壁畫是一種很寫意的藝術活動，能與
別人分享自己所畫的。還記得創作時，我手拿著一
支畫筆和一塊環保碟，環保碟上放上一些彩色繽紛
的塑膠彩，感覺很新鮮。
    這次活動，我還學到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和合作
的重要性。雖然創作時間很短，但我都很享受這個
過程。最後，我要答謝多位老師的幫忙，我們才能
完成這幅壁畫！老師，辛苦你們了！

姓名：王樂施         班別：四丙班

    能夠參加壁畫創作活動，我覺得很高興。
在老師

的悉心指導下，我學會了不少創作壁畫的技
巧。此

外，我亦結識了很多志趣相投的朋友。最重要
的是，

我很榮幸能透過集體創作，為美化校園出一分力
。

姓名：李幸璇         班別：六
乙班

    在這個活動裏，我不單
美化了自己的心靈，還美

化了校園。在這個活動裏，
我也學會了人與人需要互

相合作，要不然這幅畫便要
泡湯了！我希望這所學校

的所有學生也可以積極的態度
來美心靈，美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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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我們的大合照！

同學正在進行實習課，學習
創作壁畫的技巧。

我的感想

看！同學們多投入創作。

藝術家及教師帶領同學實地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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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課程的主人」學習日。
    兩天的學習日節目相當豐富，除了學科攤位外，還有其他的學習活動，如
聖保祿足跡問答比賽、立體揮春設計比賽、超級大全盒設計比賽、服務學習講
座、收看會祖鮑思高神父的電影、「健康快車」工作坊、「奇妙的小聲音」寫
作講座和寫揮春活動等等。為配合當天的「華服日」，我們的早會還準備了有
關春節的內容，讓大家過一個快樂而又有意義的新春。

「健康快車」工作坊，讓同學從
活動中明白吸毒的禍害。

老師和同學共同設計的攤位遊戲，激發「腦轉數」。

    成功申請「赤子情，中國心」資助計劃，我們展開了「佛山城鄉體驗學習
之旅」。老師、學生和家長於元旦日，浩浩蕩蕩地到佛山交流。我們安排一連
串體驗交流、學習及訪問活動，有助同學自我增值，並了解內地的發展。當中
我們更透過互相學習、了解當地的生活文化及進行服務學習，提升抗逆力。

我們來到佛山一所安老院探訪。我們除了送上禮物外，還與老人家
傾談。其中兩個同學更獻唱粵曲，逗得老人家開懷大笑。

這是聞名的佛山地標之一的
「佛山祖廟」。 我們到佛山市平勝小學。我們一起玩遊戲

和觀課，彼此交流，建立友誼。

我們參觀了「石灣陶瓷廠」，
了解當地傳統工藝。

學與教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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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成就計劃（香港部）提供的「財富小天地課程」，讓四、五年級的同
學在生動有趣、互動的環境中學習如何管理自己的財富。

同學們正用心聆聽導師的教導。 畢業了，我們跟兩位導師—匯豐銀行亞太區企業
可持續發展高級經理，來一張大合照。

    「儉食為將來」的「貧富宴」。當中有少部份同學是「富人」，大部
份同學是「貧人」，透過講座和討論，目的是讓學生學會珍惜食物、懂知
足、樂施予。

富人吃富餐。

貧人吃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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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得意迎春旺，元宵佳節齊賀歲
元宵燈謎晚會暨籌款活動

    期待已久的元宵燈謎晚會終於在二月十三日晚順利舉行。當晚，老師﹑同
學和家長們都相當投入，共度愉快的晚會。

拿筷子，要專心。

老師和同學一起佈置攤位遊戲。“嘭嘭嘭……”元宵節活動開幕啦！

美味的食物準備好了！有魚蛋、燒賣、爆谷…… 好味啊！

想一想！猜一猜！

轉一轉！再轉一轉 ! 棉花糖就是這樣變大的！

釣魚遊戲，我最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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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探究
日之

科學探究：各年級進行不同的科學探究小手工。

一、二年級：吹箭

我使勁地吹，看一看我的吹箭在哪裏？

三、四年級：風向儀

利用我們所製作的風向儀，就知道風從哪裏來？

五、六年級：水火箭

一起設計水火箭 嘩! 好高 … … 好遠 … …

大本營
    3月6日，神探科學

家在本校出現。誰是神探科學家？就是在當天的

科學探究日參與了各項活動的同學。

    當天學校以「空氣」作為主題，設立了科學大本營

攤位實驗活動，讓學生親身探究發現，並邀請講者

為學生舉行講座，希望學生能對科學探究產生興

趣，並能在日後繼續學習。

攤位實驗活動：各同學勇於嘗試各項攤位實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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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會 第四屆運動會於三月十日在黃竹坑香港仔運動場舉
行。那天天公作美，一改之前的陰雨天氣。健兒們在
運動場上展現自己的鬥志和力量，爭奪佳績。

團結精神，盡展潛能！ 衝啊！終點我來了！
我要比風還要快！

看我跳得多高啊！ 欄桿，難不了我！

萬眾矚目的一刻！

媽媽，我們要拿第一名喔！

我們最期待的，就是站在頒獎臺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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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年度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
陸運會比賽結果

男子甲組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00米

姓名 鍾尚呈 姚浩鑫 吳宇軒

班別 6B 6C 5B

成績 14.96 15.33 15.58

200米

姓名 吳宇軒 鍾尚呈 姚浩鑫

班別 5B 6B 6C

成績 33.49 33.81 34.36

4 × 100米

姓名

班別 6C 6A 6B

成績 1:08:11 1:08:68 1:10:01

跳高

姓名 蘇俊鴻 鍾尚呈 容俊華

班別 6A 6B 6C

成績 1.10米 1.10米 1.05米

跳遠

姓名 *容俊華 盧橋瑨 何韋其

班別 6C 6B 5B

成績 3.24米 2.84米 2.72米

壘球

姓名 *馬穎臻 譚志君 王文煒

班別 6C 6C 6A

成績 31.81米 28.39米 28.14米

*為破紀錄

男子乙組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60米

姓名 *羅卓宇 易聖翔 李穎灝

班別 4C 4B 4A

成績 9.30 10.17 10.19

4 × 100米

姓名

班別 *4A 4B 4C

成績 1:09.42 1:12.64 1:16.42

跳遠

姓名 *羅浩權 黃捷偉 易聖翔

班別 4A 4A 4B

成績 3.60米 2.82米 2.56米

壘球

姓名 黃捷偉 石皓銘 黎嘉裕

班別 *4A 4A 3C

成績 24.34米 22.05米 19.43米

*為破紀錄

女子甲組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00米

姓名 梁卓瀅 霍淑敏 陳佩君

班別 6A 6B 6A

成績 15.86 16.92 17.24

200米

姓名 梁卓瀅 賀小靜 梁浩僑

班別 6A 6C 6B

成績 35.77 36.64 36.90

4 × 100米

姓名

班別 6C 6B 6A

成績 1:10.96 1:11.46 1:14.20

跳高

姓名    *陳佩君 何緯晴 劉思穎

班別 6A 6B 6C

成績 1.05米 0.95米 0.95米

跳遠

姓名 *陳佩君 霍淑敏 潘愛琳

班別 6A 6B 5B

成績 2.96米 2.71米 2.40米

壘球

姓名 *陳琬之 聞諾兒 梁卓瀅

班別 6C 6B 6A

成績 21.77米 20.47米 17.36米

女子乙組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60米

姓名 *鍾沛瑩 陳蓁 蕭樂頤

班別 4B 4C 4B

成績 10.40 10.96 11.06

4 × 100米

姓名

班別 *4B 4A 3A

成績 1:18.78 1:21.33 1:21.58

跳遠

姓名 *鍾沛瑩 丘宗怡 李采謙

班別 4B 3B 3B

成績 2.98米 2.13米 1.91米

壘球

姓名 鄭寶婷 劉卓楠 趙家玉

班別 4A 4A 4C

成績 11.47米 10.74米 10.41米

*為破紀錄

*為破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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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獲獎項目 主辦機構 組別 / 學生姓名 成績

25-10-2008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50米自由泳 5B 吳宇軒 冠軍

100米自由泳 5B 吳宇軒 冠軍

4×50米自由泳接力賽
5A 曾啟瑀、5B 吳宇軒、

4A 黃捷偉、3C 何子峰
亞軍

29-11-1008 港島及九龍地域小學學界體育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自由式50公尺 5B 吳宇軒 冠軍

自由式100公尺 5B 吳宇軒 季軍

4×50公尺接力 5B 吳宇軒 冠軍

10-12-2008 第六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Solo Verse Speaking, Non Open 2C 趙苑彤、5C 陳雅琳 季軍

校園生活集誦 部分五、六年級 季軍

詩詞集誦（普通話） 部分三、四年級 冠軍

9-1-2009 第四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教育局體育組

小學低年級組 舞蹈組初級班 甲級獎

小學高年級組 舞蹈組高級A班 甲級獎

小學高年級組獨舞 6A 陳佩君 甲級獎

17-1-2009
第三屆中西區小學數學比賽

數學急轉彎

英皇書院、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合辦

6A 林皓程、6A 尹安建、

6B 李卓遙、6C 馬穎臻
亞軍

2009 第六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箏獨奏（初級組） 5B 楊雪兒 亞軍

箏獨奏（初級組） 5C 吳雅琳 冠軍

箏獨奏（初級組） 5C 朱家瑩 季軍

二級小提琴獨奏 3B 張嘉泰 亞軍

一級鋼琴獨奏 3C 何子峰 冠軍

中級組箏獨奏 5A 張莉怡 季軍

初級組二胡獨奏 5A 張莉怡 季軍

21-3-2009 小學挑戰盃（羽毛球） 香港仔浸信會呂明才書院
6B 梁浩僑、6B 何緯晴、

4B 鍾沛瑩

女子團體

季軍

3-2009 全港學生演講比賽 小三小四（廣東話組） 4A 陳可兒 冠軍

全港學生演講比賽 小五小六（廣東話組） 6A 陳佩君 亞軍

全港學生演講比賽 小三小四（普通話組） 4A 陳可兒 亞軍

全港學生演講比賽 小三小四（普通話組） 4C 梁柏琛 季軍

4-2009 第十屆校際郵集設計比賽 香港郵政 6B 余忞謙 A組亞軍

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

2008－2009年度獲獎項目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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