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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訊
第三十五期

聖安當小學及聖安當幼稚園於一月十七日舉行學校主保聖安當瞻禮暨創校鑽禧感恩祭。

感恩祭於聖安當小學禮堂舉行，由宗座署理湯漢樞機主祭，聖雅各伯堂主任司鐸范錦棠神父及西環聖母玫瑰堂主任司鐸林銘神父共祭。

湯樞機在感恩祭中感謝天主六十年來帶領兩校不斷發展，並求主祝福學校能上下一心，繼續實踐天主教全人培育的宗旨，為社會作育英才。湯樞
機於講道中鼓勵學生效法聖人聖安當把財產施捨給窮人這種捨己為人的精神，舉出聖經中耶穌稱讚窮寡婦的奉獻 (路加福音 21章 1至 4節 )及在增餅
奇蹟中小孩子奉獻出五餅二魚 (若望福音 6章 1至 15節 )，提醒同學奉獻不論多少，天主會透過我們的無私奉獻感動他人行善。湯樞機又勸勉同學效
法聖安當勤讀聖經和多祈禱，因聖經是天父給人的家書，可幫助我們面對人生的任何處境；而同學亦應多祈禱，尤其在困難、不安時，上主必垂允我
們的祈求。同時，湯樞機亦希望同學謹記實踐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當中「愛」是最重要的，因「何處有仁，上主必常在」。

彌撒禮成後，兩校校監李笑容修女致謝辭時感謝天主教香港教區批准和支持中華無原罪聖母女修會在香港辦學；感謝湯樞機在百忙中抽空蒞臨主
祭，林神父及范神父撥冗蒞臨共祭。在感謝各方持份者後，校監盼望兩校的持分者承先啟後，同心繼續發展學校。

各位家長、老師、同學和校友們：

本人非常感恩在新學年有幸接任聖安當小學校長一職。首先我必須感謝羅偉國校長多年來為本校的貢獻，羅校長
自一九八三年加入聖安當小學至今三十六載，一直忠於教育使命，對學生的成長關顧備至，深得同學及家長愛戴。我
衷心感謝羅校長為學生、為學校付出的愛，讓愛心充滿整個校園，並為本校建立了一隊專業及重視關愛文化的教職員
團隊，這些都是學校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羅校長實在勞苦功高，祝願羅校長退休後生活美滿，主愛滿溢。

本人堅信教育是一份重要的使命，而非只是一項職業或一份工作，教育是用生命影響生命的一個歷程，我期望自
己能成為指引孩子們成長路向的一盞明燈及成為燃亮孩子們生命的其中一點火種。教育的重點在於關愛孩子，相信孩子的潛

能，協助孩子發光發亮，讓他們能建立自信，認同他們的自身價值。天主賦予人不同的才能，每個人都是獨特的，作為教育工作者，
就像是天主口中的牧羊人，學生們就是我們的羊，就如聖經所說「失落的，我要尋找；迷路的，我要領回；受傷的，我要包紮；病弱的，
我要療養；肥胖和強壯的，我要看守；我要按正義牧放他們。」(則 34:16)，每個學生都有其特質，教育工作者就是要按學生的不同
需要，以接納和包容的態度對待學生，協助他們健康成長，培育孩子優良的道德品行，引領他們走正路，一個都不能少。

教育工作就像培育智慧的種子，孕育孩子們無限的未來，但要取得成果，必須要有多方面的配合，作為校長，我必
須了解學校不同階段的發展可能和限制，時刻反省自身的領導方式及信念，以學生的學習需要為優先考慮，讓學生多
元發展與學習；與老師訂定共同目標，協助老師專業成長，讓老師擁有良好的教育信念及專業能力；積極鼓勵及推
動家長的參與和支持，營造領導層、教師和家長緊密的合作關係；同時也會盡力爭取社會資源豐實學校的教育發展，
經由學校、家長和社區的合作關係，共同努力，學校的願景及目標才能實現與發展。

當然，要達成學校的願景及目標，除了家長、老師、學生共同努力及配合社區資源外，更重要的是需
要聖神的帶領，我們必持守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求天主賜給我們智慧，引領我們走正確的路，讓聖
安當小學不斷進步，校譽日隆。

李偉鋒校長

聖安當主保瞻禮暨創校鑽禧感恩祭

感恩祭後，湯漢樞機及兩位神父與全體參禮者合照。

兩校代表學生致送感謝卡及 
紀念品給湯樞機、范神父及 

林神父。

感恩祭由湯漢樞機主祭，
范錦棠神父及林銘神父共祭。

服務本校三十六年的羅偉國校長榮休了。在今年七月的畢業禮上，辦學團體中華無原罪聖母女修會為感謝 
羅校長多年忠誠服務，由會長李好珍修女代表修會致送榮休紀念品給羅校長。

羅偉國校長榮休李偉鋒校長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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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朗誦比賽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三、四年級詩詞集誦季軍「凝聚正向能量．關心香港未來」徵文比賽一等獎：五仁林樂樂、
六仁吳子霖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團體寫作比賽季軍：六仁張栢裕、六仁尤詩湲、六義梁兆鈞
菁英銅獎：六仁張栢裕、六仁尤詩湲

觀塘區公益少年團
二零一九年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高小組校際獎 ( 總冠軍 )
冠軍：五禮楊津瀅
優異：五忠陳咏雪、五忠陳咏瑤

級別 /活動 冠軍 亞軍 季軍

一年級集誦 一忠 一智 一義

二年級集誦 二仁、二忠 二智 二義

三年級獨誦 三仁 譚韻怡 三智 陳思濠 三仁 黃珈晴
四年級獨誦 四仁 羅羡怡 四仁 蔡欣栩 四智 王婧萱
五年級獨誦 五義 黃斯蔓 五仁 易格、劉詩怡 五義 蔡欣桐

組別 得獎學生

粵語高小組 銀獎：五仁 李詠彤　優異獎：五義 黃斯蔓　優良獎：五義 胡穎茵

普通話高小組
銀獎：五仁 易格、五仁劉詩怡　銅獎：六智 鄺家敏
優異獎：六智 趙天宇　優良獎：六智 丘友怡、六智 蕭楚盈

項目 /組別 得獎學生

拼音大比拼中小組 銀獎：四仁 蔡欣栩
普通話經典文學 -弟子規 高小組 冠軍：五仁 李詠彤  亞軍：五仁 劉詩怡  季軍 五仁：易格
普通話古典詩詞中小組 金獎：三義 吳彥澄

國際經典文化協會 第八屆全港弟子規演繹比賽高小組優異獎 五仁李詠彤

校內朗誦比賽成績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第七屆紫荊盃暨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全港小學德育及公民教育朗誦比賽

中國青少年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第十一屆中國青少年 ( 香港 ) 才藝比賽  

中華大使活動 -
茶道課程

華服日攤位遊戲

喜閱寫意攤位遊戲

學校上年度以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中的「義德」為主題，於三月十一日至四月十二日舉行主題月，在各級舉行不同的
主題活動。

一、二年級的副題為「愛主律己盡本份」，同學參與「自律守規，我做得到」活動，培養學生自律的精神：在家長及老師的
見證下承諾做一個愛主律己、盡責守規的孩子，要做到保持課室整潔等好行為，並作紀錄及自評。

三、四年級的副題為「心懷主恩顯公德」，每位同學都會負起「校園公德清潔大使」的使命，巡查校園內的清潔情況，並創作
「校園公德標誌」，提醒同學要有公德心，保持校園清潔。

五、六年級的副題為「傳揚主道行公義」，兩級分別進行不同主題活動：五年級學生進行服務學習，服務幼稚園學生及長者；六年級學生參與了
樂施會主辦的「小學世界公民計劃」，學生除了參與互動劇場及工作坊外，各班還分別進行社區考察，了解香港少數族裔、長者及貧窮人士的困境。
考察後，學生要構思小行動去回應這些香港社會中不公義的狀況。藉此計劃，讓學生實踐義德，以言以行傳揚上主的公義。

主題月開幕禮
同學穿上特製裝備拾紙皮， 

體驗貧窮長者的辛勞。
六年級同學走訪少數族裔 

經營的店舖。

同學一起頌唱 
主題曲《願望》

五年級同學服務幼稚園 
學生，帶領小朋友 

玩攤位遊戲。

中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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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朗誦比賽

We held our first culture-sharing video call with Victoria Academy, a 
primary school in the UK. The students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speaking to 
students from so far away and learned all about them. We introduced ourselves, 
took turns asking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about our hobbies, homes, 
school life and the food we like to eat. This was a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our 
students, who found that even though we live very far away and that we have 
our differences,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have in may have common. We look 
forward to calling Victoria Academy again next term!

This year,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went to Stanley,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tourist spots on Hong Kong Island. The 
students visited the Hong Kong Correctional Services Museum 
and had a tour in English. Besides, they went to Stanley to take 
some photos and have lunch. The students ordered all their 
meals in English.  After that, they talked to the touris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bout their experience in Stanley before doing 
some shopping in Stanley Market. This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the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in an authentic context and see 
the real-world application of what they learn in school.

Two English Weeks were held at St. Antonius Primary School. 
Throughout both English weeks, the students were provided with 
a language rich environment and a range of different ways to use 
English. They played English games, took part in quiz shows, attended 
English Fun Days, read stories and listened to English songs.

During the first English week, the students were able to 
learn about the nativity story and why we celebrate Christmas. 
During the second English week, ‘Let’s Go Green’, the students 
learn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aking care of the environment 
by reusing, reducing and recycling. We hope these activities can 
develop the students’ Catholic values and a strong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sults of Inter-class Choral 
Speaking Competition (P.1, P.2)

Champion 1A 2C
1st runner-up 1D 2B
2nd runner-up 1E 2D

Results of Inter-class Solo Verse 
Speaking Competition (P.3)
Rank Class / Name

Champion Cheng Cheuk Nam (3D) 
1st runner-up Leung Hei Wun Venus (3E)
2nd runner-up Yao King Man (3D)

Results of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8/19 (The Outbreak)

Award 
Award for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Video Conference

Stanley Trip

English Weeks – Christmas and Let’s Go Green

智能簿櫃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 mini 奧運會2018

全港機械人
海洋保育運動

LEGO 機械工程師大賽

搬飯機械人

課室自律守規提示系統 空氣流通提示系統

獎項與成就

比賽名稱 獎項

Think Big 策動 :全港學界 STEM 創意大賽 – 技能高卡車比賽
	初賽：第一名
	決賽：亞軍
	最具創意榮譽大獎

全港中小學 STEM創科產品大比拼 (小學組 ) 最佳演示獎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mini奧運會 2019
冰壺賽　亞軍
障礙賽　季軍
全場總　季軍

第三屆 STEM創意解難挑戰賽 – LEGO機械工程師大賽 冠軍
聖若瑟英文中學 STEM推廣計劃 – 小小科學家之機械人比賽 亞軍
全港機械人海洋保育運動 金獎
FIRST LEGO LEAGUE Jr. Hong Kong Model Design Award
正覺中學第三屆「2018我想飛 :滑翔機大賽」 季軍

本校於四年級首次開辦科學與科技
科 (STR3EAM)。課程中我們把 STEM 發
展成為 STR3EAM，加入 R1：宗教教育
(Religion)、R2：閱 讀 (Reading)、R3：探
究 (Research)和 A:藝術 (Art)的元素，期
望在科學與科技科加入人文學的元素，加
強價值教育，培育學生成為一個更有素養
的學習者。

學生專題作品

Think Big 策動 :
全港學界

STEM 創意大賽

全港中小學 STEM 創科產品大比拼 ( 小學組 )

科學與科技科

我們製作的 STEM 混能高卡車
也曾獲無綫電視 Think Big 天地

節目組的邀請，接受訪問及拍攝呢 !

比賽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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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認真、投入地玩數學科攤位遊戲。

2019 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決賽，
六仁陳智昊獲得高年級組三等獎。

金 六仁 張廷超
銀獎 六仁 陳智昊　四仁 胡天晞　
銅獎 六義 梁兆鈞　五義 梁煒君　五義 楊逸昇

四義 郭柄源　三義 蔡保恆　二禮 陳淳曦
一禮 尤詩澄  

團體優異獎 六仁 張廷超　六仁 陳智昊　六義 梁兆鈞

High Distinction 六仁 陳智昊　六仁 張廷超　六仁 李澤霖
六仁 李泓蔚　六義 唐煜明　五忠 陳熙鎧

另外有 13人獲得 Distinction，26人獲得 Credit，11人獲得Merit。

個人金獎 五義 梁煒君　
 個人銀獎 六仁 張廷超　六仁 陳智昊　五義 楊逸昇

四義 郭柄源 
個人銅獎 六義 唐煜明　六義 梁兆鈞　六仁 張栢裕

五仁 李嘉穎　四仁 李恒健　四仁 關啟健
四義 朱嘉銳　四義 吳宇琛　四義 李樂兒

另外有 6人獲得優異獎。

於數學科及解難分析科（8-11歲組）均考獲雙優成績的學生有：

六仁 張廷超　李泓蔚　鄭梓燦　陳智昊

六義 林丹芝　羅巧熙　唐煜明

世界數學測試 (2018 秋季 )

於數學科獲優良獎的學生共有17人，獲良好獎的共有10人。
於解難分析科獲優良獎的學生共有7人，獲良好獎的共有8人。

2018-19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 觀塘區 )

創意解難殿軍 六義 趙偉森　六義 梁兆鈞
智多智殿軍 六仁 張廷超
銀獎 六仁 張廷超　六仁 李澤霖　六義 羅巧熙
優異獎 六義 梁兆鈞　六義 趙偉森　六義 梁焯婷
優良獎 五仁 許殷瑜　五義 楊逸昇　六義 麥梓軒

數學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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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數學‧思維大激鬥

2019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ICAS( 數學科 )

第五屆全港數學挑戰賽 ( 初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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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 2018年 9月至 2019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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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動力船等。他們要
發揮合作、創意、探究解難的精神，完成任務。

常識問答校隊同學於 2019年 4月 17日 (星期六 )參加了由瑪利諾中學舉辦的
《學得有法》學習能力 2019比賽，獲得季軍。

2018年 12月 1日 (星期六 )，常識問答校
隊同學參加了由正覺中學舉辦的《我想飛 :滑
翔機大賽》，在定點比賽中獲得季軍。

六仁和六義班學生參加了由世界自然基金會舉辦的「濕地小偵探」戶外考察
活動。學生除了可以近距離觀鳥之外，還可以認識濕地的生態環境。

為了讓學生進行全方位學習。四仁和四義班學生分別到了荃
灣的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參加天文課程，提升學生對天文
地理的認識，增加學生的學習經歷，擴闊視野。

科探資優課程─科學小偵探計劃

《學得有法》學習能力2019 比賽

正覺中學滑翔機大賽

世界自然基金會「濕地小偵探」戶外考察活動

參觀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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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足球隊參與多項賽事並取得優異成績，如第六屆慈幼
杯小學足球邀請賽殿軍、東區兒童足球邀請賽 2018季軍、第
十九屆南區紫荊盃足球邀請賽盃賽殿軍等，足球隊各隊員付出
的努力及家長的支持，是足球隊成功的重要因素。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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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志校園探訪」等，增進學生對
足球的知識，每位足球隊隊員都樂在其中。

籃球校隊參與不同賽事並取得優異成績，如第六屆慈幼杯小學籃
球邀請賽殿軍、觀塘警區小學 (男子 )籃球聯賽 2018-2019 總季軍等。

九龍東區學界排球比賽

九龍東區游泳賽

九龍東區遊戲賽

九龍東區田徑賽

足球隊及籃球隊

學校運動會

女乙50米蛙泳冠軍
五禮 阮配賢

女乙50米蝶泳
亞軍 五仁 李詠彤及
第四名 五忠 許紫晴

女乙100米蛙泳冠軍
五禮 阮配賢

女乙4x50 米接力冠軍

男子高級組跳繩冠軍

女乙60米冠軍 五智 林宜菲

校監李笑容修女
帶領眾人祈禱

家長義工大合照

小六女子跳遠頒獎

羅偉國校長致歡迎詞

運動員宣誓

六年級班際接力賽頒獎

九龍東區學界排球比賽
女子組總季軍

在教練悉心指導下，運動員不斷進步，
終於獲取佳績。

六忠班譚鎧澄同學
獲選傑出運動員

校監李修女及羅偉國校長
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

小二擲接豆袋頒獎

2018 觀塘瑪利諾盾賽冠軍

2019 傑志校園探訪

觀塘警區小學 ( 男子 ) 籃球
聯賽2018-2019 總季軍

第六屆慈幼杯小學籃球
邀請賽殿軍

家長師生接力賽頒獎

男子初級組團體冠軍

男乙跳高亞軍 五仁 嚴煒傑

男子高級組障礙賽冠軍

女乙100米冠軍 五義 呂浠銣

男子高級組團體冠軍

女乙4x100 接力賽亞軍

排球隊

音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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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貌大使

學生約章

訓育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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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育組

音樂科

學生約章匯報

協青社領袖訓練計劃

風紀宣誓

十大優秀風紀

無毒人人愛活動計劃－抗毒奇兵大比拼小學組競技
比賽冠軍及定向比賽季軍學友社團隊小領袖日營

五仁班李詠彤和許殷瑜於高級獨唱組獲優異獎

同學亦於合唱組獲優異獎

本學年音樂科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的學校

支援夥伴計劃，在二年級音樂科課程深

化教學，引入以律動學習節奏，鞏固學

生的節奏概念和提升創作力。

五年級同學到高山劇場參加粵劇學生專場，開闊學生的眼界及提高對粵劇的興趣。

十八位同學於第七十一屆

香港學校音樂節獲獎，

五仁蘇子殷於古箏獨奏組獲得冠軍

同學還可以穿上粵劇服飾，於台上學習走位呢 !

校際音樂節比

賽中文聖詩組，

獲良好獎狀。

安當聲藝團參加香港聲藝節2019，獲銅獎。

三仁班譚韻怡，三智班姚暻潣，

四仁班謝泳怡於初級獨唱組獲優異獎

觀塘區第三十九屆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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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及輔導

關愛遍校園 - 橫額設計比賽

得獎學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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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學期敬師日活動

四至六年級成長的天空活動

一仁 - 何兆翔

三智 - 方晞汶

五仁 - 李詠彤

家長及同學衷心感激老師。

學習與人溝通及合作

學習彼此合作

家長及同學送上新鮮水果以表謝意。

經歷三年的成長活動，我們已彼此建立了友誼

努力的成果，一同分享
大家從遊戲中學習面對困難時的

解決方法。

二智 - 徐詩雅

四仁 - 陳天蔚

六仁 - 尤詩湲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冠軍 何兆翔 徐詩雅 方晞汶 陳天蔚 李詠彤 尤詩湲

亞軍 尤詩澄 周靖恩 黎宥嘉 方博文 彭梓晴 朱嘉瑤

季軍 吳灝霖 高恩妮 嚴煒茵 李詩雅 林丞皓 黎昳嘉

優異 胡勤智 丁汶錤 林心兒 王梓韾 李依雯 連正淳

五年級

四年級

六年級

親子同心，共建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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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閃耀獎勵計劃 ( 第一、二期 )

安當家長學堂花絮

關懷小先鋒
小五成長課：服務學習 - 奇義旅程

故事特工隊

學姊悉心教導學弟。

義德講座 ( 高年級 ) 家長學堂 - 情緒天文台

家長衝突如何影響子女家長學堂講座

代代相傳小組

家長義工進入課室講故事
PD® 家長小組

遊戲與親子關係家長小組

升中適應講座 ( 六年級 )

關懷小先鋒進行訓練。

攤位大使教導幼稚園同學
玩攤位。

當天，幼稚園生很享受我們的攤位遊戲。

「讓我閃耀獎勵計劃」白金戰士 - 第一期

「讓我閃耀獎勵計劃」白金戰士 - 第二期及關愛校園獎
「讓我閃耀獎勵計劃」 獎項及得獎人數

第一期 白金戰士 110位、鑽石戰士 93位、金戰士 130位
第二期 白金戰士 258位、鑽石戰士 98位、金戰士 133位

學生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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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資訊

悅讀大使在午間伴讀初小的學生

家長義工在圖書館整理圖書，為同學佈置一個舒適的
環境閱讀圖書。

校內故事演講比賽

歷史文化學堂電台講演活動 - 新城電台錄音
閱讀日

作家利倚恩蒞臨本校，分享寫作技巧與心得。

五義班黃斯蔓同學在梓峰之星故事演講大賽中獲得金獎、
五仁班李詠彤同學榮獲銀獎和最具創意演繹獎。

悅讀大使、老師及家長在圖書資訊時間向同學推介圖書

三仁班黃珈晴同學榮獲全港兒童
故事演講比賽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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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度學校以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
價值中的「義德」為主題，當中高年級
的主題為「傳揚主道行公義」，因此安排
了六年級同學參加由樂施會主辦的「小
學世界公民計劃：童創 100公平世界」，
培育同學世界公民的責任素質，並藉此
實踐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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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公民教育
課 (校園公德告示設計 )、參觀公民教育資源中心「公民廊」、參加各項時事通識及國民教育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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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少數族裔發現之旅（由
少數族裔導師親身帶領
學生走入社區，了解南
亞裔人士在港生活的限
制）

● 長者貧窮體驗活動（親身體驗長者年老時的身體狀況及
日常生活，探討長者政策能否切合長者需要）

● 今日食乜好（親身到街市買餸，體驗基層市民在日常三餐的支出及情況）

● 探訪日間長者中心，為長者表演及送上祝福

互動劇場
（主題：朱古力的秘密）

社區考察

演後工作坊

德育及

公民教育組

1. 學會成長．活出價值－小學世界公民計劃

2. 培養正確的公民意識，提升國民身份認同

整個計劃包括：到校互動劇場、演後工作坊、社區考察及學生小行動，讓同學透過活動探討世界及本地
貧窮的問題和成因，並由同學自發策劃小行動，以行動為世界帶來正面的改變。就讓我們一起看看同學在活動
的點滴吧！

參觀公民教育資源中心「公民廊」

● 校內舉行物資捐贈活動，
把物資轉贈給社福機構

● 親手製作小禮物及心意卡，
送贈老人家，以表關懷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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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香港與中國的各項基建相繼落成啟用，聖安當學生
當然要率先體驗，。今年學校為五至六年級學生舉行三項境
外交流活動，登上高鐵、跨越港珠澳大橋、翱翔萬里，讓同
學們深入了解國情，及早裝備自己，把握未來的種種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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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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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18年 12月 17日
參加學生： 六年級
考察重點： 港珠澳大橋

日期： 2019年 4月 4-7日
參加學生： 五年級

日期： 2019年 6月 22-25日
參加學生： 五年級

參訪綿實外國語學校

高鐵之旅

廣西民族村

伊嶺岩

2018/19 境外交流活動

珠海航空科技探索之旅 ( 一天 )

四川歷史及生態探索之旅（四天）

廣西南寧及德天的文化及地貌探索之旅 ( 四天 )

3D 列印產業創新中心

觀賞川劇變臉表演

自貢恐龍博物館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

愛飛客航空科普基地

( 飛機生產製造廠房 )

廣西自治區規劃館、南寧市規劃館

德天大瀑布、明仕田園

南湖公園

參訪燊海井、鹽業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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