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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周年校慶

活動啟動禮 隨着揭幕儀式後，一連串慶祝20周年校慶的活動即將展開！

兩位學業有成的大師姐專

誠回校跟師弟妹分享學習

心得及校園往事。

校監蘇神父為學校降福。

令人嘆為觀止的醒獅隊表演！強勁配樂的幕

後功臣原來是幾位平日溫文爾雅的女生呢！

<< 二十周年校慶親子標誌比賽 >>

 (得獎名單)

<< 二十周年親子標語創作比賽 >>
 (得獎名單)冠軍 3A 魏雋然

亞軍 4C 呂樂曦

季軍 4A 鄭梓縉

優異獎

4A 殷朗程

2C 劉亦浠

5A 湯桸兒

3C 鄧穎恩

3A 鄭珈浠

2A 唐梓銒

<< 二十周年校慶主題曲親子填詞比賽 >>

 (得獎名單)

愛‧迎廿載   

敢‧創未來

冠軍 1B 許靖妍
亞軍 6A 李曉朗
季軍 2A 劉仲賢

優異獎

6C 簡仲瑩
5A 林承飛
5B 陳思睿
5B 葉浩年
1C 李天睿
1C 黃樂晴

能跟郭校長及老師們一起打籃球，是校園
生活難忘的經歷！能勝出更是開心呢！

跳繩隊施展渾身解數！

看！雜耍隊的高難度表演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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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本年度的校本主題是「豐盛正向
人生路」，在校長的帶領下，同
學們作出承諾，開展豐盛正向的
一年。

配合常識課程，六年級學生參觀
「藥物資訊訊天地」，了解毒品的
種類和禍害。

「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海上絲綢之路
的發祥地─廣州高鐵線兩天之旅。學生認
識廣州作為絲綢之路發祥地的歷史和文化，
以及了解廣州在古今對外貿易及文化交流扮
演的角色。

新春慶祝會當天，老師安排了一連串有關節日
的資料，透過輕鬆有趣的答問，讓同學對傳統
節日加深認識。 

「1920中西區戶外學習之旅」，二年級同學到海洋公園進行了探究活動，不但了

解了大熊貓的生長及增進了保護海洋的知識，更親手摸摸海星、海參，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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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新型肺炎疫情的影響，全港學校於二月初開始停課，以下

是本校「停課不停學」的安排。

第一階段：老師上載德育短片、電子圖書、學習平台及主科練習讓同學學習。

第二階段：老師自拍教學短片(包括：中文、英文、數學、常識、

          體育、音樂等學科)，透過學校網頁發放，每星期為學生進行

          教學，讓同學在停課期間能維持學習，做到

          「停課不停學」！

第三階段：三至六年級的中文、英文、數學、常識科進行

          ZOOM實時教學；而一、二年級維持上載教學
          短片；至於普通話、「學得樂小組」、

          視藝、宗教、訓輔等繼續上載學習短片。

展發
幼童軍和交通安全隊參加了「愛心校
園心肺復甦法訓練計劃」。學生實習
進行心肺復甦法。

同學們在老師的陪同
下 來 到 書 倉 「 蒲 書
館 」 參 與 「 書 送 快
樂」活動，透過此活
動鼓勵同學繼續看好
書。同學們在逾萬本
不同類型書籍中選取
心頭好。

回 校 的 學 生 ， 借
用 ipad進行zoom 
實時上課。

名人成長故事─黃愛恩博士到

校分享，給予同學鼓勵及正向人

生觀。

老師與學生
進行 z o o m
實時上課。

中國文化研究院提供有關中華文化的
展板，讓同學對中國傳統的節日有更
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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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組

魔法幻影
 (視覺)

主題：

STEM DAY

目標﹕
    通過「視錯覺現象」和「視覺暫留」
等各種探索實驗，認識科學及科技與自然
現象的緊密關係，培養探索興趣、好奇
心，以及去偽存真，科學求實的態度。

看 看 我 的 三 合 一 圖
畫製成品。

一年級的同學們非常投
入製作三合一圖畫。

我們成功製作了七彩美麗的視錯覺紙陀螺！

嘩！當我們迅速晃動手中的「鳥籠」，小鳥彷彿在「籠」中飛舞呢！

原來戴上用紅、藍色玻璃紙製成的 3D眼鏡後便能看到立體的影像，很神奇啊！

我們正在進行視
覺暫留活動，在
畫「籠」中的
「小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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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組

神仙水2.0 
(水的密度)

主題：

STEM DAY
目標﹕
    透過「釣冰
塊」、「水上煙
花」等各種小實
驗，探究「水」
的特性，提升科
學探究精神。

齊來欣賞紙花開！

進行實驗前留心聆聽導師的指示。

學生觀察蒸餾法淨化污水的過程。

看！我成功釣到了冰粒！
大家同心合力改良「快艇」的形狀。

看誰的「快艇」走得快！

我們做實驗也不忘珍惜用水。

在冰上加鹽後會有甚麼變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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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組

消失的子彈
 (槓桿原理)

主題：

STEM DAY
目標﹕
    透過製作「空
氣炮」，了解空氣
的特性，並學習公
平測試方法。

製作「空氣箱」的材料很重要，我們的成品必定很厲害！

同學用心設計及製作「空氣箱」。

各班先在課室裏測試「空氣箱」
的威力並予以改良。

高年級全體同學在
禮堂進行緊張刺激
的「班際空氣箱射
擊大賽」。

透過製作「水樽空氣炮」了解空氣的特性。

利用「水樽空氣炮」進行
足球比賽很有趣呢！

老師是我們的最強後盾，高難度切割
變得無難度！

第15屆

學校

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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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屆

學校

運動會

校長鳴槍後，運動會便開始了！

大家都應聲彈出！力爭上游！
擺手！跑快些！擺手！可快些！ 

望着終點全力衝呀!
重要時刻──衝線!

乾脆俐落！一躍而過！

同學動作輕巧如羚羊，
是否穿了彈簧鞋?

全力拼！落地不惜身！

親子競技真好玩！

能和媽媽一齊領獎，很開心呢！爸爸媽媽，我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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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度
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運動會

2019-2020度

男子乙組比賽結果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60米

姓名 陳衍諾 陳穎康 區浩鈞
班別 4B 4C 4B
成績 *9.08 *9.18 9.49

4x100
班別 4B 4C 3B
成績 *1:06.14 1:11.00 1:12.75

跳遠

姓名 陳衍諾 區浩鈞 楊頌晞
班別 4B 4B 4A
成績 3.56m 3.33m 3.14m

壘球

姓名 何卓軒 黃晞朗 葉志恆
班別 4A 4C 4B
成績 17.72m 16.89m 15.34m

男子甲組比賽結果

女子乙組比賽結果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60米

姓名 羅雪妍 趙莊悅 盧婉婷
班別 4C 4B 3A
成績 *9.47 9.98 10.07

4x100
班別 4C 4B 3B
成績 *1:09.07 1:16.40 1:17.62

跳遠

姓名 羅雪妍 呂紀妡 蔡栢瑤
班別 4C 4B 4C
成績 *3.53m 2.78m 2.62m

壘球

姓名 羅雪妍 彭穎婷 袁曉瑜
班別 4C 4A 4C
成績 *28.51m 23.15m 21.48m

女子甲組比賽結果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00米

姓名 簡仲瑩 卓詠君 鍾雪晴

班別 6C 6B 6C

成績 15.18 15.21 15.68

200米

姓名 簡仲瑩 卓詠君 黃子悅

班別 6C 6B 6B

成績 *32.17 *32.34 35.25

4x100
班別 6B 6C 5C

成績 *1:05.01 *1:06.37 1:11.57

跳高

姓名 鄧嘉穎 陳凱盈 薜文郡

班別 6B 6C 6A

成績 1.12m 1.09m 1.01m

跳遠

姓名 黃子悅 黃希琳 簡仲瑩

班別 6B 5C 6C

成績 3.42m 3.19m 3.16m

壘球

姓名 禇文沛 沈珈同 禇文卿

班別 6C 6B 6C

成績 25.18m 24.96m 24.88m

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運動會

* 新紀錄 / 平紀錄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00米

姓名 曾文禧 鄧立言 何天俞
班別 6B 6B 6B
成績 14.31 14.32 14.78

200米

姓名 何天俞 黃劭衡 區浩琛
班別 6B 5A 6C
成績 31.84 32.28 32.45

4x100
班別 6B 5A 5B
成績 1:03.01 1:05.44 1:05:88

跳高

姓名 盧逸朗 賴林鑫 梁峻搴
班別 6B 6C 6A
成績 1.11m 1.05m 1.02m

跳遠

姓名 曾文禧 鄧立言 區浩琛
班別 6B 6B 6C
成績 *4.75m 3.64m 3.50m

壘球

姓名 黃建嗚 黃柏豪 班雪鴻
班別 6B 5A 6A
成績 25.48m 21.00m 20.8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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