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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

不覺過了差不多三十個年頭，                                 我 感 恩 ...

校園生活的日子，                                 我 感 恩 ...

活在教改烈風下，                                 我 感 恩 ...

感恩是一種美德，一種情操，一種生活態度，一種道德修養。

心中有感恩之念，就能沉澱許多浮躁與不安。    

酸甜苦辣不是生活的追求，但一定是生活的全部，生活給予我挫折的同時，也賜予我堅強。

在這裡：

感謝幫扶我的人，因為他們幫助我渡過難關；

感謝傷害我的人，因為他們磨練了我的心志；

感謝絆倒我的人，因為他們強化了我的能力；

感謝欺騙我的人，因為他們開擴了我的見識； 

感謝藐視我的人，因為他們覺醒了我的自尊； 

感謝遺棄我的人，因為他們教會我懂得獨立； 

感謝責斥我的人，因為他們增進了我的智慧；

感謝愛我和我愛的人，因為他們使我的生命不再孤單；

感謝一切造就我的人；

感謝一切使我成長的人。

在這裡我仍然感恩：

感謝失敗，因為它讓我成為一個有故事的人； 

感謝成功，因為它使我的生命充滿精彩、寫滿美麗； 

感謝掌聲和鼓勵，因為它給我更大的能量與勇氣； 

感謝機智和激勵，因為它警醒了我的自知與自明。

在這裡我再一次感恩：

感謝一直與我共事的同事，因為有你們，我才能成就工作；

感謝疼我的家長，因為有你們的支持，我才感覺到絲絲的暖意；

感謝痛我的師弟妹，因為有你們的擁抱，我才能察看我的大愛；

感謝辦學團體慈幼會的神長，因為有你們給予我空間，我才能發揮理念；

這一切一切的共融所產生的不同化學作用，是那麼斑麗絢爛；

但我心深處，仍是抱著我對你們的至誠            。

當然，我一定要感謝我在天的大父，感謝天主一直保守著我，為我擋風、遮雨。

最後，

祝福你們：讓感恩也使你們的人生更加瑰麗。

何校長

無 風 ？ 無 浪？  

有 喜？  有 悲？ 

有 懮？  有 淚？

感 恩

顧問 何麗華校長 馬嘉健副校長

副主席 梁偉昌主任

財務 馮家揚主任

秘書 張一鳳老師

學術 黃少文老師

康樂 黃素琪老師

總務 陳嘉賢老師

聯絡 余家銘老師

主席 鄭志成

副主席 鄭黃文靜 何偉鴻

財務 謝冼佩雲 吳洪英麗

秘書 陳王少英 陳胡麗君

總務 許黎海珊 葉侯海英

聯絡 鄧李中芹 岑羅嘉敏

康樂 胡洪錦珠 陳少霖 

學術 吳謝建華 何陳翠芳

委員 郭方曉宜 曾小鋒

張楊瑞芳 袁吳少芬

黃張玉明 盧董肖群

伍林碧珍 楊逸斯

黃譚少紅 施黃麗羨

吳羅蓉 袁伍偉芬

陳蔡美香 何李駿

家長教師會幹事及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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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本人接任家教會主席後，家教會也跟隨學校
積極改進的方針，帶來一連串新的服務，包括：

一、與學校協辦多項家長學堂

二、安排親子賣旗活動

三、與其他學校合辦聯校親子活動

四、增設家教會電郵以方便溝通

五、增設家教會奬學金以奬勵傑出同學

六、增加家教會會訊版幅以加強內容

這些種種服務背後是一羣默默工作的委員，本人在此
鳴謝他們為家教會及同學們無私付出的努力(委員名單，請
見第一頁)。

我本想特別多謝好幾位非常熱心的委員(如：副主席何
先生、財務謝太及吳太、秘書陳太、康樂胡太、總務許
太、學術吳太、聯絡鄧太及岑太，學校代表馬副校長、馮
主任、梁主任，等…)，但因篇幅所限，只能詳述對兩位將
要離別家教會的重要人物的感謝。

一、副主席鄭黃文靜女士 ― 她卸任主席後的這三年，
她的工作比主席(我)還要多及重要。她不斷分享寶貴的經
驗，提供可行的意見，提拔及協助新委員，落實實務工
作。隨着她的女兒今年畢業，鄭太明年將離開家教會，實
在是我們的損失。在此，謹祝福她心想事成及其女兒能入
讀一所心儀中學。

鄭太在她女兒四年級的時候退下，讓新血接棒主席一
職。這是一個培育新血的好方法。因此，我亦應在新一學

不少學校舉辦境外遊學團，目的大多以遊歷著名景點為主。但是本年度學校舉辦的湖州、杭

州學習體驗團，強調是學生互相的交流，有禮貌的溝通和學懂時常感恩。五、六年級的學生到了

湖州新世紀外語學校上課及留宿，讓他們有機會體驗內地課堂的生活，並以文化保育的專題研習

和內地學生相互交流。此外，同學們亦進行了不少的學習活動，例如在蘭亭學習開筆法、到西湖

作英詩、於岳飛像前唱《滿江紅》等，這些教學活動都是老師精心設計的。最後，學生在旅途中

懂得常常祈禱，事事感謝師長的教導和關懷。看！我們的學生真的成長了。

年我小兒升讀四年級讓位給新血，令家教會穩步成長。祝
願有更多有能力家長加入家教會。

二、顧問何麗華校長 ― 在這三年間，每次會議及親子
活動，她都一定出席並最早到及最遲離開。在她親力親為
的帶領下，聖安多尼學校及家教會茁壯成長。我特此用以
下的詩句答謝即將退休的她為學校、家教會及同學的付
出：

最後，祝福何校長身體健康，生活愉快；並祝願在新
校長領導下，聖安多尼學校校務及家教會會務運作順利，
惠及衆學子。

三年家教會主席的回顧三年家教會主席的回顧
鄭志成主席

馬嘉健副校長從遊學看學生成長從遊學看學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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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囡囡講故事的日子
我和囡囡講故事的日子還記得六年前，囡囡紮着兩條小辮子，穿上簇新的校服， 

帶着一絲的羞怯走進聖安多尼學校的門口，開始了小學階

段裏我和囡囡的故事。

故事也隨著我擔任學校的「故事姨姨」展開了：

一、二年級的時候，每次講故事之前，囡囡都坐在小凳

子上，雙手托住胖嘟嘟的小臉，認真地

充當「臨記」，她覺得很新鮮，不像平

時 在 牀 上 挨 著 媽 媽 聽 故 事 。 囡 囡 的 天

真，讓媽媽少了幾分緊張……

三、四年級的時候，講故事的前奏曲，

囡囡不再是「臨記」那麼輕鬆，我邀請

囡囡充當「編劇」，為故事設計延伸活

動。兩母女絞盡腦汁，找資料，準備延伸活動的道具。囡

囡的認真，讓媽媽多了幾分把握……

不知不覺間，囡囡也在慢慢地成長 …… 

五年級的時候，囡囡開始有自己的主見，她會如老師般批

改我的「功課」，再加上幾句不客氣的評語，氣得我夠嗆

的了。於是，我揀選了「會飛的抱抱」，我乘機稱讚故事

中小豬的愛。在其後的某一日，我收到一些愛的「兌換

券」和一封充滿感謝的英文信，下款是愛你的女兒。讓媽

媽一下子暖到心裡，甜上心頭……

六年級的時候，囡囡也不理會媽媽的囉嗦，

準備之時，囡囡已儼如「導演」。她挺神氣

地說：「媽媽，我負責不同角色的演繹，你

講旁白吧！」「我……好！」在回校錄影的

早上，早餐都吃得少，「我都有些緊張，但

一次比一次輕鬆！你是不是？」女兒聳了聳

肩，「嗯」。囡囡的上心，讓媽媽多了幾分

放心……

講故事，講著講著，囡囡捧著「小故事大道理」和媽媽分

享了，囡囡長大了！

在故事來到囡囡小學畢業之際，離別依依，我在此向----親

愛的何校長、馬副校長、主任、老師和各位教職員工、家

長教師會的委員、各位家長和學生，謹致衷心的感謝和美

好的祝願！ 

家長校董
鄭黃文靜女士

親子體驗營後感親子體驗營後感

四月二十日(星期三)，

家教會與香港小童群益會合

作，舉辦曹公潭戶外康樂中

心親子體驗同樂日。

導師為我們設計了多個不同的遊戲，讓同學和家長一

起參與。其中一個遊戲，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導師要求

組員把身上攜帶的物品，排成直線，最長的為之勝出。大

家都非常投入，把帶來的衣物、食物、紙張、八達通卡、

雨傘……應有盡有，什麼都拿出來；有些人甚至將身上穿

著的運動服、鞋、襪都脫下來，場面非常熱鬧，非常搞

笑，大家都進入了忘我境界！

是次活動，雖然是上班的繁忙日子，但獲得很多家長

在百忙中抽空陪伴子女參加，增進親子關係，非常感動！

希望日後的活動能見到你，令學校、家長和同學們的關係

更融洽！

大抽獎

剪刀石頭布遊戲

手牽手玩遊戲

拍球遊戲

校長家長學生齊領禱

最長的遊戲

康樂幹事

  胡洪錦珠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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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陽光明媚的日子，我們一家參加了學校與家教會合辦的親子之

旅。出發前在禮堂集合，孩子們那雀躍的表情洋溢在臉上，使我不覺

間也感染這熱鬧的氛圍。經一番安排，家長、老師和學生們組成的車

隊，開始了一天的濕地公園之旅。

在濕地公園裡，孩子們像久困籠中的小鳥回到大自然的懷抱，自由自在、歡

天喜地的感受著大自然的氣息，時而奔跑、遊戲玩耍，時而停下細心觀察。畢竟生活在城市裡

的孩子較少機會接觸大自然，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觸發小朋友的好奇心及新鮮感。

站在觀鳥臺上，孩子們對著望遠鏡觀賞尋找濕地上那鳥類的生活習性和規律，展示出一幅幅自然界完整的生物鏈，還可

發現人類因急速發展所造成的破壞，從而學習保護環境的理念。漫步在濕地公園，小朋友僅見到明星鱷魚貝貝，還爭相與它

近距離拍照留念。但最喜歡的是登上紅樹林的浮橋，蕩漾在浮橋上，在搖晃中前進，兩旁是觸手可及的紅樹，身置其中，產

生一種奇妙的感覺，家長的囑咐聲，孩子們的歡聲笑語，響遍整片紅樹林。

在濕地公園遊玩的過程中，發生一段小插曲，我家倆孩子在來回各觀鳥屋間迷失了方向，而我因遍尋不獲而大為緊張，

幸好有家教會的各位家長互相通知找尋，終發現他倆帶回我身邊。這讓我深深感受到在家教會的各成員中那互助的精神，他

們為孩子們無私地奉獻著自己的時間、精力和愛心，也鼓勵我要做得更好。

午後，我們轉到綠田園農莊進行燒烤活動，那裡有許多戶外遊樂項目供孩子們玩樂，家長們終於可以坐下來圍爐燒烤閒

談，孩子們在不遠處盡情玩耍，春日的陽光把孩子們笑臉畫成紅彤彤的樣子，這溫馨歡樂的時刻將成孩子們寶貴的回憶。不

是嗎？我們能回到過去的，只是回憶而已。

在這次親子旅行中，不僅讓孩子們體會到大自然的美好，也加深了孩子、家長和老師之間的溝通，讓孩子更健康快樂地

成長。

濕地公園親子之旅
濕地公園親子之旅

2B何子然家長
何陳翠芳女士

廣州交流 -同根同心

嘩！貝貝呀！ 水上單車

金魚真可愛!

齊齊燒野食
大抽獎

羊咩咩!

浮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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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細路劇場

小學巡迴劇場 - 
無煙能量超人

幼童軍宣誓禮

「聖母進教之佑慶節」祈禱聚會 慈青開學彌撒

開學彌撒 「聖髑訪校」宗教禮儀-家長齊參與

公教學生神修日

特價書展 水果午膳

資優班

聖誕聯歡會

全港挺直護脊操啟動禮

非洲鼓

小學慈青日 耶穌出巡愛西環

繽紛華服迎玉兔

Lego 模型拼砌班

粵劇表演 5



師
生

接
力
賽

校外活動

家長校董鄭太頒獎

運動會，好開心!

戶外學習日-九龍公園

2010年度兒童愛心馬拉松

護脊步行活動

戶外學習日 - 香港仔郊野公園迪士尼「動」的奧秘課程

參觀馬槽 - 瑪利諾修院

何校長頒獎

家教會主席鄭生頒獎

努力!加油! 衝刺啦!

跳遠

「馬拉松101打氣大行動」
唱作比賽 - 小學組冠軍

創新科技節

與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暢談

我得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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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及家長義工活動篇家教會及家長義工活動篇

一
年
級

三
年
級

四
年
級

五
年
級

二年級

參選國民教育中心 參觀環保園

參觀米埔

童詩仿作

競技活動

競技活動

山水晝

參觀香港仔郊野公園

參觀繪本圖書館

海洋公園戶外學習

家長義工參與賣旗活動

參觀九龍公園家長義工

何校長向家教會幹事委員頒發感謝狀

慈幼會聯校家教會培育聚會

家教會聚餐 運動會家長義工

鄭主席向家教會學校幹事委員頒發感謝狀

運動會家長義工與老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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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小事一件小事

這件事發生在去年12月份的一個星期六上午，事情雖

然已經過去不少日子了， 但是到了現在我仍然記憶猶新。

那天我的女兒需要回校參加補習班，我跟女兒約好，

如果我能早點下班就會到學校接她;如果我未能早點到校接

她的話，她就要自己在學校門口乘搭55號小巴到正街找

我。那天上午到了11點多，我發現自己實在沒辦法趕得及

去接她了， 正想打電話給她時，這時我的電話響了，電話

裡傳來學校訓導主任馮主任的聲音:

“是5B班楊漪鐳的家長楊先生嗎?＂ 

“哦，是的。＂ 

“你好，我是學校的馮主任，我剛才看到漪鐳站在學

校門口等小巴，等了很久，有兩部車來了，但因為滿載，

她又上不了車，你是不是要她乘搭小巴過去找你啊?＂

“對對對。＂

“是這樣的，55號小巴來到我們這裡經常

都是滿載了，我看她站了很久也是辛苦， 要不

我帶她到下面電車路讓她乘搭電車去找你可以

嗎?＂ 

“這怎麼好意思，給你添麻煩了，要不就

麻煩你帶她過了路口到前面巴士站讓她乘搭4

號巴士吧。＂ 

“沒問題，我這就帶她去。＂ 

“那真是太謝謝你了。＂

掛斷電話，我就趕緊收拾完工作離開公司

去正街的巴士站接她。當我快到巴士站時，很

遠就看見漪鐳在巴士站笑着衝向我跑過來，而

馮主任就跟在她後面走了過來，我當時見到這

樣，頓時心頭一熱，趕快迎上前去，動情地對

馮主任說: “真是不好意思，太麻煩你了，我真

的不知道要怎樣來謝謝你才好。＂ 

馮主任笑着臉，輕聲而又客氣的說: “我怕

她沒來過不認得路，而且我剛好要來附近辦點

事，所以就帶她過來了。＂ 

我仍激動着，“可真是太感謝了，我得找

個方式來感謝你才好。＂ 

“楊先生，你不用客氣，這只是小事一

桩，你不用太客氣。＂ 

馮主任說完就揮一揮手跟我們道別，匆匆

地走了，我望着馮主任離去的背影，心裡面想

着他的這件小事，當時真是感觸萬千。

是的，也許真的只是小事一件，但類似這

樣的小事在學校裡發生的還有很多， 很多…… 

在學校裡有很

多像馮主任這樣年

輕的，專業的，高

素質的主任和老

師，通過他們所做

的一件件看似普通

平凡的小事，築成了今日學校淳樸優良的校風，使校園變

成一個充滿關愛溫暖的大家庭。主任們和老師們在日常工

作中為學生們所做的每一件意義重大而又影響深遠的小

事，其實時刻都在教導着我們家長，感動着我們家長的

心，同時也在指引着學生們正確的成長。看着自己的子女

在這個溫馨的環境裡學習知識， 接受教育，獲得進步，不

斷健康地成長，此刻我的內心真的很感恩。從學校這群有

承擔的，肯付出的，辛勤的園丁身上，我對這些香港的未

來還是充滿着信心。

5B楊漪鐳家長
楊逸斯先生

家長教師會收支表
2010年09月1日至2011年6月15日

收入 HKD

上年盈餘結存 18,420.91

家長教師會會費收入 22,160.00

家長捐款 15,572.00

教育局資助家教會經常津貼# 4,224.00

教育局資助家校合作活動 10,000.00

教育局資助聯校活動 10,000.00

親子同樂日收入 35,260.00

曹公潭親子日營收入 17,470.00

133,106.91

支出

家長學堂 2,000.00

老師講座 4,500.00

親子同樂日費用 39,876.70

曹公潭親子日營費用 21,271.10

編印會訊 5,100.00

贊助運動會獎牌 2,229.00

贊助活動獎品（一、二年級） 388.00

贊助學生交齊功課午餐 1,097.60

贊助成績優異獎學金 1,200.00

聯校活動費用 10,000.00

家長教師會經常開支# ：

送贈校長和老師榮休禮物 1,278.40

銀行查冊費 250.00

家教會週年聚會 150.00

中西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費 100.00

送贈老師聖誕節禮物 1,275.00

家教會活動雜項開支 24.00

飲品供應會議及活動 (2009-2011) 1,448.00 4,525.40 92,187.80

盈餘結存 40,9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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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天父的安排，兒子可以進入天

主教慈幼會聖安多尼學校唸書。六年寶

貴的小學生活即將過去，希望每位同學

在另一個新里程，好好地把握每個學習

機會，不斷更新所學到的知識，充實自己，才能面對這個

瞬息萬變的時代和應付現今社會的種種需求與挑戰。人生

旅途，難免會遇到荊棘和坎坷，要相信風雨過後，一定會

有美麗的彩虹。

校長老師本著鮑思高神父的教育法，鼓勵學生完全表

達自己，引導學生不單成績好，教育他們養成良好的，健

康的，喜樂的，有責任，有承擔，有勇氣，有自信，勇於

表達自我，發揮自我，以及能向身邊朋友分享天主的福

祉。

千言萬語也難表達校長老師們對兒子的教導與呵護，

你們是高尚的人生指路明燈，靈魂的工程師，辛勤的園

丁，用言語播種，用彩筆耕耘，用汗水澆灌，用心血滋

潤，種花容易樹人難，幽谷飛香不一般。感恩！

6C吳哲豪家長                                   
吳謝建華女士

畢業了！時光飛逝，一轉眼六

年了。還記得女兒剛到聖安多尼學

校讀書的時候，還是一個懵懵懂懂、性格內向的小女

孩。一切都是那麼的好奇！

記得一年級參加家長會的時候，班主任唐老師告訴

我說，她不太愛主動說話，也不太愛表達自己；她很乖

巧安靜，以致上課的時候，老師也是可以完全感覺不到

她存在的那麼一個孩子。

放學回到家，她會告訴我在學校發生開心的或不開

心的事情。讓我跟她一起感受她學習的快樂與不快樂。

作為家長的我深深感謝各位老師對孩子的教導，對孩子

無私的，不求回報的付出！學校對孩子的全面培育！讓

她能够開心快樂地成長！

最後由衷感謝女兒的班主任祁老師！ 因女兒常生病

的緣故，三、四年級的時候，成績退步了很多。讀至

五、六年級的時候，幸有祁老師對小女的陪伴和孜孜不

倦的教導， 使女兒不斷的進步！春風化雨，再次謝謝聖

安多尼學校的各位老師們！

6A李浩欣家長
李袁琴女士

 感謝主！ 讚美主！我畢業了！

本年七月，我將與應屆六年級學生一起畢業了。「畢業」標誌著我數十載的教學生涯要畫上一個圓

滿的句號，而我將要踏進人生的另一個階段，開始我的新生活。

回顧這漫長的教學生涯，真可說是苦樂參半。「苦」的當然是繁重的教學工作帶來的壓力；「樂」

的除了是學生在品德及學業有進步外，最大的喜樂莫過於能將「福音的種子」播在本校的家長、同事及每一個學生心中，

期望有一天，這些種子能萌芽成長，結出豐盛的美果--領洗加入天主教教會，跟隨耶穌基督的足跡。

畢業在即，我要向校監、校長、家長、同事及學生們致以衷心的謝意，全賴你們多年來的支持，我所統籌的宗教及德

育活動，才得以順利進行。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縱然萬般捨不得離開「安記小學」，但仍須與各位說聲「再見」！願天父福佑各位身體健

康！生活愉快！

臨別贈言，彼此互勉：應常歡樂；不斷祈禱，事事感謝！（得前5：16-18）

林主任

本學年，學校銳意改善學校的環境，為學生提供更佳

的學習環境。在復活節期間，校方已更換學校的冷氣機十

八部(見圖)，讓學生在更舒適的環境中上課。位於五樓的

電腦室亦更換了ＬＥＤ電腦顯示屏，而課室的桌面電腦也

更換了新型號，讓老師在播放影片及教學光碟時，更加流

暢。最後，學校成功申請教育局維修計劃， 預計於暑假期

間改善第一操場、第二操場及後梯的地台，此舉可減輕在

潮濕天氣下，地台濕滑的問題。希望在我們的努力下，學

生的學習環境會變得更好﹗

劉永安老師

學校「變」、「變」、「變」學校「變」、「變」、「變」

收入 HKD

上年盈餘結存 18,420.91

家長教師會會費收入 22,160.00

家長捐款 15,572.00

教育局資助家教會經常津貼# 4,224.00

教育局資助家校合作活動 10,000.00

教育局資助聯校活動 10,000.00

親子同樂日收入 35,260.00

曹公潭親子日營收入 17,470.00

133,106.91

支出

家長學堂 2,000.00

老師講座 4,500.00

親子同樂日費用 39,876.70

曹公潭親子日營費用 21,271.10

編印會訊 5,100.00

贊助運動會獎牌 2,229.00

贊助活動獎品（一、二年級） 388.00

贊助學生交齊功課午餐 1,097.60

贊助成績優異獎學金 1,200.00

聯校活動費用 10,000.00

家長教師會經常開支# ：

送贈校長和老師榮休禮物 1,278.40

銀行查冊費 250.00

家教會週年聚會 150.00

中西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費 100.00

送贈老師聖誕節禮物 1,275.00

家教會活動雜項開支 24.00

飲品供應會議及活動 (2009-2011) 1,448.00 4,525.40 92,187.80

盈餘結存 40,9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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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年 小 學 生 活 回 顧
我每一次放學回家，看見在書桌上的一幀照片，令我回想起

小學六年級的生活「點滴」，都是我腦海裏最深刻的。

在六年的小學生活，我接受了不少好老師的教導，如祁老
師，她已經做了我的班主任有三年了，她那種和藹可親的感覺，
每一位同學都會很容易感受出來；馬副校長，雖然他教導我只是
一年，但我也感受到他好好地善用時間，俗語說：「一寸光暗，
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他在每節中文堂都會教我們一些熟
語，他的決心就是要我們好好地能考上一所中學、畢業試和全港
性系統評估。他有一種堅定的感覺，因為他很有決心我們會得到
好成績，俗語說: 「只要有恆心，鐵柱也會磨成針」。

總言之，他有一種堅毅不屈的精神。

林老師，她是第一年在我的學校任教，她教我們英文，她其
實心想我們要在上課專心和考試都得到好成績，多用英文來談
話，不討厭英文就可以了，如果我們可以達成她的願望，我心想:
她一定會投放更多英文的知識，令學生更愛英文。

我們想多謝每一位老師和同學，多謝你們指導我，教導我很
多好的知識，雖然我已升上了一所中學，但我都不會忘記你們的
每一番說話，我也不會忘記你們。

六甲 劉芷晴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一晃眼，我已六年級了。雖然在五年
級的時候，我才轉到這所學校，但我已在這裏留下許多美好回
憶。如今，回想起種種往事，不禁感慨萬千，令我懷念，令我迷
戀，令我回味。似乎在班級裏還回蕩着我們琅琅的讀書聲，在操
場上仿佛繚繞着我們的歡聲笑語，在校園裏還有我們嬉戲的身
影，在每一個角落裏，我們曾留下許多美好的回憶。

記得我剛來學校的時候，人生路不熟，幸好，同學們為我一
一介紹，讓我很快就融入這個大家庭裏。我們一起學習，一起玩
耍，共同進退。

還記得有一次英文課，李老師叫我出來自我介紹。我慢慢地
走到講台上，細聲而小心地朗讀，雖然我有時會誤讀一些英文單
詞，但李老師不但沒有責怪我，還鼓勵我說得不錯，下次再努力
就行。這時，我有了自信，告訴自己一定要學好英文。

這裏的小學生活，歷歷在目的往事，我難以忘懷。在小學生
活了六年的我，今天已經是一個快要畢業的學生了。還有兩個
月，我就要離開母校，小學的生活使我過得充實，快樂，更使我
難忘。

六乙 莫雪華

六年小學生活過得很快，當中的點點滴滴令我不能忘記。同
學和老師的關懷更是我在這六年的「精神食糧」，令我感動萬千
……我看着手提電話，便回想起那天的事……

有一天，我病倒了。由於我在冬天開啟冷氣，因而患上感
冒。可憐的我只好卧床休息，不能上學，當我睡得有點頭暈的時
候，電話的鈴聲把我從睡夢中喚醒。我提起電話筒矇矓中，聽到
一把熟悉的聲音，好像是我的同學-鄒迎。聽見她一句又一句的慰
問，我的病好像不藥而癒。我真的想不到會有同學慰問我呢!聊了
一會後，我的手提電話響起收到短訊的鈴聲，我按了按鍵，屏幕
顯示出很多同學寄來的信息，我收到這些問候和祝福，心也變得
樂滋滋的。

此外，六年級教育營的生活，令我難以忘懷，在第一天，我
獨自離開隊伍，同組的同學發現我不見了，立刻手忙腳亂地尋找
我的下落，幸好，像迷途羔羊般的我糊糊塗塗地返回隊伍，此事
的確讓我很感動。

「麗婷，別在發呆了!快上學吧!」我被媽媽的話拉出回憶，
我重新整理衣裝後，便高興地出門了。我在路上想着：多謝你們
對我的關懷，希望日後能在中學遇到好像你們的同學!

六乙  朱麗婷

還有兩個多月，我便要升上中學，留在母校的時間也不多了。
想不到這六年小學生活匆匆地溜走了。雖然我的一至三年級不是在這
母校度過，但由四年級踏進聖安多尼學校，轉眼間便三年了。雖然是短短的三年，我比任何同學都了解和喜歡這所學校。回想這三年生活的
趣事、難忘事、傷心事……真令我難忘。特別是四年級和六年級，事情是這樣的……

四年級是我人生中的第二個轉捩點——從內地轉到香港就讀小學四年級。在這年，我開始了我的新生活。幸好在同學、老師、社工的幫
助下，我很快便適應了這種生活：中、英、數的小測與每週的中、英默書……雖然我的成績是全班最差的，但老師、同學不但沒有因此取笑
我，還耐心地教導我。因此在我不斷努力學習下，並沒有辜負他們的一番美意……在五年級時，我的成績突飛猛進，所以我一直把這件事銘
記於心。

升上了六年級，最令我難忘的就是一班同學、一群老師、一堆難忘的經歷……真是精彩萬分。因為有時被讚賞、有時被教訓、有時被懲
罰……但是當中也有許多「樂事」，例如：畢業營、運動會、户外學習日……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畢業營。在畢業營的三天兩夜裏，我
和同學都能開心度過，大家既留下難忘的回憶，又增進了朋友之間的感情，真使我難忘。

回想這三年，在母校的生活真是十分愉快，令我愈來愈不想升中。因為一想到離別，我便會顯得依依不捨，難捨難離，只希望美好的時
光可以停留。雖然這是不可能實現的事，但我希望同學間能留下難忘的回憶。在此，我祝願母校校譽日隆，校務蒸蒸日上。

六丙 林怡琳

六年的校園生活眨眼間便過去了。在這六年的小學生活，除
了學習到課本的知識外，也讓我領略到很多人生道理。除此之
外，同學間也發生了很多事情，當中有喜，也有悲。現在快升上
中學了，又是另一個新挑戰的開始，但我會勇敢面對。

五年級和六年級，在我印象中是「最苦」的。因為我們要應
付呈分試，又要面對升中派位的壓力，真是非常辛苦。回想五年
級，是我最特別和不開心的一年。特別的地方是在這學年，班主
任是我六年來唯一遇到的男老師；而不開心的原因是學業有「壓
力」之餘，我班同學還被人們視為較「活躍」的一班。其實班上
只有幾個同學比較頑皮，而其他乖的同學卻被連累，令我有點兒
不開心，不過事情已經過去了。

升上了六年級，老師都稱讚我們在品行和學業成績都有進
步，令我們的「自信心」都提升了。而六年級也是令我畢生難忘
的，因為我們快將要離開母校，升上中學了，要面對另一個新環
境，當然還有數之不盡的壓力和煩惱，真令我有點兒困擾。不
過，這也許是另一個成長的經歷吧！

六年小學生涯已到了尾聲，除了捨不得學校的一事一物，還
掛念着有「緣」在同一小學就讀的同學。相信在畢業後，我們的
友情會更加深厚。六年來，老師費盡脣舌來勸勉我們，目的只想
我們的品行和成績有進步。因為，我們就像一張「白紙」，老師
不斷地把知識教導給我們，令一張張的「白紙」變成一張張的
「畢業證書」。因此，我們要衷心感謝老師們的悉心教導。還
有，我們不會忘記培育我們成長的母校 ― 聖安多尼學校。

六丙   馮枷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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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6C Vivian Wong 黃子榆 28th June, 2011

Dear Miss Cheung,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to be hones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supportive when I have problems.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English patiently.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to know right from wrong 
and how to solve problems.

I am sorry for making you angry sometimes and doing my homework 
messily.  I am sorry for chatting in class and being late for school 
sometimes.

Best wishes,
Vivian

By: 6B Gigi Li 李琦琪 28th June, 2011
Dear teachers,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your kindness when I handed in my 
homework late. I also want to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on my TSA tests. 
And I want to thank for your support when I made my own choices too.

I am sorry for my impoliteness when I was rude to you. I am sorry for 
my carelessness when doing my homework. I am also sorry for talking in 
the class and being late for school.

Best wishes,
  Gigi

By: 6C Tony Wong 黃凱威 28th June, 2011
Dear teachers,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being supportive when I have problems.  
Also,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to know right from wrong.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patience and kindness when I do something wrong.  Also, 
thank you for being helpful when I face difficulties.

I'm sorry for laughing at you sometimes and talking in class.  Also, I 
sometimes hand in my homework late.  I´m sorry for playing with my 
classmates in class too.  At last, I´m really sorry for making you angry 
sometimes.

Best wishes,
  Tony

By: 6B Peter Wan 溫俊賢 28th June, 2011
Dear friends,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elping me with my Chinese 
homework. I also want to thank you for telling me some jokes to make me 
happy.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lending me the stationary and sharing some 
snacks with me.

I am sorry for always being angry with you and shouting at you. I also 
want to say sorry for always laughing at you. I want to say sorry for telling 
lies to you too.

Best wishes,
  Peter

By: 6C Michael Tam 譚裕鴻 28th June, 2011
Dear Miss Cheung,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to learn English, giving a lot of 
quizzes to me and  teaching me to be a good student.  I also want to thank 
you for encouraging me to speak English and improving my English 
Language.

I am sorry for being late sometimes and not answering your 
questions. Sorry for speaking Cantonese in English lessons, talking in your 
class and not reading English story books.

Best wishes,
  Michael

By: 6B Venus Cheng 鄭皓妍 28th June, 2011
Dear Mr. Lee,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patiently all the time. I also thank 
you for telling me to do the right things and for never getting mad at me 
even when I was rude.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with my homework and 
for solving my problem when I was sad.

I'm sorry for being late for the class sometimes. I won't do it again. 
I'm also sorry for handing in my homework or project late. Sorry for talking 
in class sometimes and sorry for making jokes of you and making you 
angry.

Best wishes,
  Venus

Farewell CardFarewell Card

朱麗婷(6B) 張之蘊(6C) 陳仲仁(6C) 陳穎妍(6B) 潘浚鏘(6A)

鄭皓妍(6B) 張健鋒(6B) 陳巧宜(6B) 潘嘉琪(6C)王佩宜(6B)

畢畢 業業 營營

視藝科畢業生作品視藝科畢業生作品

11



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 1A張梓洛 1A郭子峰 2A李曉玲

2A黃青樺 2B劉振鵬 3B陳慧渝 3B許靜藍

3C周凱彤 3C劉翠盈 3C伍綽盈 4A陳栢寧

4A方浚豪 4A任卿榮 4B郭永茵 4B林希彤

4B翁紫慧 4B周海銘 4C張嘉恩 4C呂浩晴

5B陳啟彥 5C李澤楓 6A李浩欣 6A魏泳珽

6A單嘉兒 6B陳巧宜 6B陳穎妍 6B鄭皓妍

6B朱麗婷 6B李雪韻 6C呂苑瑜 6C蘇麗婷

6C袁李婷

良好獎 2A盧梓晴 2A姚佩雯 3A陳巧琳

3A鄭融 3A李籽澄 3C吳嘉昕 5C鮑沅汶

6B李琦琪 6B戴子晴 6C陳紫寧 6C張芷荺

粵語散文獨誦

優良獎 2C陳穎嘉 2C吳綽琳 2C黃韻熙

4B謝朗翹

良好獎 5B馮家盛 5B鄧博源

音樂比賽
馬拉松101打氣大行動唱作比賽

小學組冠軍

全場最佳演繹獎

聖安多尼學校歌詞創作組

視覺藝術
港燈電動車扮靚大賽(家庭組) 

最溫馨設計大獎 6B鄒迎 1A鄒乾

體育項目
幼苗籃球培訓計劃男子組區際比賽

冠軍 5C胡愷柏

數學比賽
華夏盃

一等獎 6B劉振聰 6B嚴文澤

二等獎 5B馮瀚偉 5B林嘉威 5B馮家盛

5B鍾沛霖

三等獎 6B李韻琦 6B關銳華 6B潘嘉鍵

5B吳文傑 5B黃韻清

書法比賽
校內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 中級組 高級組

冠軍 2A張銳志 3C吳錦如 5C莊煜民

亞軍 2A岑映葶 3C楊穎心 6B戴卓謙

季軍 2A盧梓晴 3B潘嘉康 6C鄒洛怡

校際音樂節
校際音樂節教堂音樂-中文歌曲小學合唱隊

優良獎 歌詠團

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獎 1C張樂怡 5B王倩 5B林炳峰

5B陳慧盈 5C董瑤 6C吳哲豪 6C林茗熙

粵語詩文集誦

季軍 一、二年級集誦隊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Non-Open
1st runner up
SpeechTeam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3B陳慧渝 4C梁晓莹
優良獎 1C謝偉麟 2A莊蕙瑄 3B許曼莉

3B伍鍩瑤 3B吳思儀 3B黃樂怡 4B林希彤

4C蔡偉俊 5B張麗怡 5C鄭鈺伶 6B鄭皓妍

6C林怡琳 6C吳少琪

良好獎 1B何易羲 1C陳偉榮 1C莫詠橋

2C郭子浩 2C李曜匡 3B許靜藍 4B何鎧依

5B陳寶瑩 5B劉正康 5B楊漪鐳 6A李浩欣

6B潘靜嫻 6B王佩宜

英詩獨誦

季軍 2A黃栢霖 6B李琦琪 6C傅子健

優良獎 1A黃嘉怡 1B陳嘉慧 1B殷梓晴

2A張銳志 2A鍾希漫 2A盧梓晴 2A彭嘉慧

2A王均騏 2B曹詩穎 2C HENSON JERMAINE THEA A

2C JOLISSA ALCANTARA MILNE 2C郭子浩 2C李敏樺

2C李泓毅 2C 梁皓鈞 2C吳綽琳 2C伍智豪

2C SHAIKA SHAIDA 3C廖家嵐 3C吳嘉昕

4B陳柏匡 4B馮家穎 4B何鎧依 4B曾俊嘉

4B周海銘 4C馮鈺婷 4C杜曉汶 4C袁穎昕

5B陳慧盈 5B張巧琳 5B范曉彤 5B鄧博源

5B王倩 6B陳穎妍 6B鄭皓妍 6B王佩宜

6C李旻進 6C張之蘊 6C王鑫儀

良好獎 6A溫晞圖 6B陳巧宜 6B戴卓謙

6B嚴文澤 6C梁浩揚 6C黃耀文 6C袁李婷

鋼琴獨奏

優良獎 1C陳昊東 3C譚穎彤 5B盧子聰

5B楊漪鐳 6B鄭皓妍

小提琴獨奏

季軍 5C郭秉正

優良獎 2C劉衍德 5B何駿謙 5B吳文傑

5B鄧博源 6B何志康 6B溫俊賢

良好獎 3B楊嘉聰 3C薛宇航 6B楊嘉樂

6C陳子佳

箏獨奏

優良獎 4C袁穎昕

長笛獨奏

優良獎 5B陳慧盈

第十屆中西區區節細運會關愛活動

優異獎 2A張家豪

港島西區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60M

殿軍 5B 鄧博源

2011年陸地冰球錦標賽少年選手組 

冠軍 1C陳昊東

亞軍 1C蔡子越 1B陳森穎

第十屆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

女子幼童接力組3X125米

亞軍 1A 陳莉儀

西貢區壁球比賽2010女子少年組

亞軍 6B姚銘盈

葵青區壁球比賽2010女子青少年B組

亞軍 6B姚銘盈

九龍地域分齡壁球比賽2010 女子青少年組

冠軍 6B姚銘盈

港島西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甲組季軍 6A陳鍶茵 6B鄭皓妍

6B鄒凌 6C鄒洛怡 6C張之蘊

女子乙組優異獎 3B陳慧渝 4B黃椸婷

4C文潔瑜 5B陳慧盈 5C袁嘉敏

男子甲組優異獎 5C何樂文 6C吳哲豪

6C李旻進 6C譚裕鴻

拼音大王選拔賽高小組

季軍 6B康景稀

優異獎 6B康景琳

明愛共建童真角度填色比賽

高小組冠軍 3B許曼莉

高小組亞軍 3B黃樂怡

高小組優異獎 3C周凱彤 3B陳詠霖

低小組優異獎 1A黃嘉怡

活化及保育前西區裁判署繪畫比賽

初級組冠軍 1A鄒乾 3B黃樂怡

中西區道路交通安全運動小學初級組繪畫
創作比賽

亞軍 3B許曼莉

季軍 3B黃樂怡

優異獎 3B陳詠霖

綠色動力由我做起 填色及背景創作比賽

初級組亞軍 1A黃嘉怡

初級組傑出獎 3B許曼莉 3B黃樂怡

高級組優良獎 4C林健暉

四旬愛心繪畫比賽

高小組優異獎  4C 陳嘉瑜 5C 劉岱玲

第十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
攝影大賽

美術三等獎 4B陳詠儀

「紅磡區40周年暨和諧環保創新天」
攝影比賽

小學組冠軍 5A 甄梓宏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金章 5B馮瀚偉 5B馮家盛

5B鄧博源 5B王仕淦 5B楊珮文

銀章 5A袁培熙 5B陳寶瑩

銅章 4B陳思如 4B黃椸婷

4B王瀚達 4B李晉成 4B郭啟聰

4B林希彤 4B陳柏匡 4B周海銘

4B呂曉穎 4C黃澤華 5A陳煒翹

5B陳啟彥 5C鄭嘉龍 5C錢俊豪

第七屆全港小學普通話話劇比賽

最佳普通話演繹獎

初賽銀獎

總決賽優異獎

普通話話劇組

優秀演員

6B鄭皓妍

第十八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 6B劉振聰 6B嚴文澤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銀獎 4B黃椸婷 4C蔡偉俊

銅獎 3B洪臻 3B陳潤蓉 4C顏嘉希

2011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一等獎 6B劉振聰

二等獎 6B劉振聰

三等獎 6B曾俊銘 6B劉振聰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中西區)

銅獎 5B馮家盛 5B鍾沛霖 6B劉振聰

優異獎 5B郭梓然 6B嚴文澤 5C嚴文漳

優良獎 6B張健鋒 6B鄭毓俊 6B曾俊銘

第七屆高小數學精英邀請賽

眼明手快大獎 5B吳文傑 5B馮瀚偉

5B林嘉威 5B鍾沛霖 5B馮家盛 5B黃韻清

校內數學比賽
小一

冠軍 1A張宇彤

亞軍 1B莫楚輝 1C陳昊東 1C萬銘康

季軍 1A葉達羲 1A李耀彬 1B洪豪臨

1B李再源

小二

冠軍 2A黃栢霖

亞軍 2B曹詩穎

季軍 2A王均騏

小三

冠軍 3B陳潤蓉 3C譚穎彤

亞軍 3C鍾琬瑩 3C薜宇航 3C李思齊

季軍 3A鮑志鵬 3B黃樂怡 3B高健堃

3C李君城

小四

冠軍 4B葉穎軒 4B謝朗翹

亞軍 4C蘇華樂

季軍 4B葉浩林 4B陳柏匡 4C陳嘉瑜

4C伍穎瑜

小五

冠軍 5B馮瀚偉

亞軍 5C嚴文漳

季軍 5B林嘉威

小六

冠軍 6B劉振聰 6B張健鋒

亞軍 6B陳穎妍 6B嚴文澤

季軍 6B戴卓謙

校內中文毛筆書法比賽

中級組 高級組

冠軍 3B潘嘉康 6B潘嘉鍵

亞軍 3B吳子峰 6B康景稀

季軍 4B呂曉穎 5A何穎曈

校內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 中級組 高級組

冠軍 1C陳昊東 4C陳嘉瑜 6C鄒洛怡

亞軍 2C林家銦 4A伍卿榮 5B范曉彤

季軍 1B黃樂榮 3C鍾琬瑩 5B蔡穎兒

第二屆國際古箏比賽香港區選拔賽

季軍

6B李韻琦

Fun English Learning Scheme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hampionship District Champion
(Central & Western District)
St. Anthony's School

龍虎榜2010-2011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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