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安多尼學校                                    SCH18-19/039d(P.4)  
敬啟者： 

有關「Day 6 課外活動」事宜 

    為擴闊學生的興趣範圍及培養學生多方面的潛能，學生在本年度可參與兩項不同兩項不同兩項不同兩項不同

類類類類別別別別的課外活動的課外活動的課外活動的課外活動課課課課，因此家長為子女選擇項目時，宜注意子女的均衡發展，不宜過於

傾側於學術或體藝。Day 6 課外活動課於 10 月起，逢 Day 6 下午 2:05 至 3:00 分第一

及第二期進行，可參考以下的時間表。   
時間表： DAY 6 DAY 6 DAY 6 DAY 6 課外活動日期課外活動日期課外活動日期課外活動日期    DAY 6 特別活動日期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期期期期 

2018 年 9 月  17日(開學彌撒)，27日(班際口號比賽) 

10 月 8 日，16 日，25 日  

11 月 2 日，20 日，28 日  

12 月  6 日(德育講座 1)，14 日(開放日準備) 

2019 年 1 月 8 日，29 日 17 日(學校活動) 

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 

期期期期 

2 月 19 日，27 日  

3 月 15 日，25 日  

4 月 4 日，29 日  

5 月 9 日，30 日 22 日(德育講座 2) 

****請按時間表帶備課外活動課所需物品及穿著合適的服裝請按時間表帶備課外活動課所需物品及穿著合適的服裝請按時間表帶備課外活動課所需物品及穿著合適的服裝請按時間表帶備課外活動課所需物品及穿著合適的服裝。。。。    

注意事項： 

1.學生可因應自己的喜好學生可因應自己的喜好學生可因應自己的喜好學生可因應自己的喜好，，，，分別在後頁的第一及第二期分別在後頁的第一及第二期分別在後頁的第一及第二期分別在後頁的第一及第二期 Day6Day6Day6Day6 課外活動選項的優次課外活動選項的優次課外活動選項的優次課外活動選項的優次欄欄欄欄    

        填寫填寫填寫填寫 1111 至至至至 4 (14 (14 (14 (1 表示最希望獲編配的組別表示最希望獲編配的組別表示最希望獲編配的組別表示最希望獲編配的組別，，，，如此類推如此類推如此類推如此類推))))，，，，切勿漏填切勿漏填切勿漏填切勿漏填，，，，否則校方將無法否則校方將無法否則校方將無法否則校方將無法    

        按其按其按其按其意願編排入組意願編排入組意願編排入組意願編排入組。。。。  

2.由老師選人的組別將會甄選學生自動入組，不能自行選擇，例如：合唱團、集誦隊。 

3.有部分項目因課程需要而全年進行，成功入組的學生將不獲安排第二期的課外活動 

  課。 

4.第一及第二期課程名稱相同者，表示它們的教學內容相同，如選了有關課程的學 

  生只會獲編排到其中一期的課堂。 

5.校方會就各組實際參加人數、可容納人數及學生的意願編排入組。如某項目參加人 

  數眾多，會以抽籤選人。分組結果將於九月尾公佈。 

6.現階段不用繳交任何費用現階段不用繳交任何費用現階段不用繳交任何費用現階段不用繳交任何費用，收費方法將另行通知。 
 

    請家長填妥回條由 貴子弟於 9月 14 日(星期五)交班主任。 

 
    此致 

貴家長 

 

聖安多尼學校謹啟 

2018 年 9 月 13 日 
 
 



聖安多尼學校                                    SCH18-19/039d(P.4) 

              有關「Day 6 課外活動」事宜回條 

(請班主任轉交賀主任)  
逕覆者：                                    

本人同意敝子弟參加 Day 6 課外活動，並按子女對課程的喜愛程度填寫優次 1至 4。

(1 表示最希望獲編配的組別，如此類推。)   
第一期及全年第一期及全年第一期及全年第一期及全年 Day 6Day 6Day 6Day 6 課外活動的選項課外活動的選項課外活動的選項課外活動的選項：：：：         
優次 課程名稱 類別 費用 負責老師 課程內容 備註 

 普通話集誦 學術 全免 黃德權 

陳漫姍 

訓練學生朗誦技巧，為參加香港學

校朗誦節作準備。 

�由老師甄選 

 

 玩轉數學園 學術 全免 李婉婷 透過幾款不同的桌上遊戲，讓學生

在玩樂中應用數學，訓練思維並感

受數學的樂趣。 

 

 合唱團 

(全年活動) 

藝術 全免 宋美筠 

楊善婷 

吳蕊彤 

學習童聲合唱作品及指定比賽曲

目，為參加香港學校音樂節作準

備。 

�由老師甄選 

 舞動心靈 藝術 全免 陳玉華 隨著詩歌跳舞敬拜天父，並附加一

些反思生命的小習作。 

�穿體育服上課 

�適合對舞蹈有興趣

的學生 

 劇場遊戲 藝術 全免 賴曉雯 透過劇場遊戲，讓學生探索身體
的運用，並發揮創造力。 

�穿體育服上課 

 籃球智多 Fun 體育 全免 劉家賢 培養學生對籃球的興趣及教授籃

球的基本技巧。 

�穿體育服上課 

 

 體育達人 體育 全免 黃綺文 透過欣賞比賽片段，介紹不同的運

動項目和相關的體能知識，讓學生

認識和體驗體適能對運動的重要

性。 

 

 悅讀樂滿 Fun 興趣 全免 溫敏儀 透過分組閱讀、遊戲、角色扮演和

匯報，提高學生對閱讀的動機。 

 

 象棋初班 興趣 全免 林春欣 學習象棋基本的規則和不同的策

略。 

 

 Fun Fun 創意手 

工班 

興趣 

 

$60 沈永宜 通過摺紙、做手工及畫水彩畫，發

揮學生的創意。 

 

 氣球扭扭樂 興趣 $25 王賽琼 教授學生用氣球扭出簡易的卡通
物件。 

 

 IT 新世代 興趣 全免 李耀文 教授學生最新的電腦軟件技巧。  

 幼童軍 
(全年活動) 

制服 
及 

服務 

全免 雷志榮 
賀家寶 

採用獨特的童軍訓練方法，教導學
生自我學習，培訓他們成為一個有
自立能力、樂於助人、有責任感及
勇於承擔的人。 

�集會時要穿童軍制
服及佩戴旅巾(自行
購買) 
�曾參加小童軍者優
先  
 

第二期的 Day 6 課外活動選項見後頁。 

 

  



聖安多尼學校                                    SCH18-19/039d(P.4)  
請按子女對課程的喜愛程度填寫優次 1至 4。(1 表示最希望獲編配的組別，如此類推。)  

第二期第二期第二期第二期 Day 6Day 6Day 6Day 6 課外活動的選項課外活動的選項課外活動的選項課外活動的選項：：：：     優次 課程名稱 類別 費用 負責老師 課程內容 備註  英文遊戲 學術 全免 關健萍 透過英文遊戲，提升學生對英語的興趣。  玩轉數學園 學術 全免 李婉婷 透過幾款不同的桌上遊戲，讓學生在玩樂中應用數學，訓練思維並感受數學的樂趣。   合唱團 (全年活動) 藝術 全免 宋美筠 楊善婷 吳蕊彤 學習童聲合唱作品及指定比賽曲目，為參加香港學校音樂節作準備。 �由老師甄選 
�普通話集誦隊的學生，而又被老師挑選了入合唱團的學生可於第二期加入  舞動心靈 藝術 全免 陳玉華 隨著詩歌跳舞敬拜天父，並附加一些反思生命的小習作。 �穿體育服上課 
�適合對舞蹈有興趣的學生  文字畫班 藝術 $10 黃德權 以毛筆書寫中國古文字及繪畫簡單的水墨畫。 �學生須自備墊枱紙、圍裙、毛筆、墨盒及紙巾  劇場遊戲 藝術 全免 賴曉雯 透過劇場遊戲，讓學生探索身體的運用，並發揮創造力。 �穿體育服上課  籃球智多 Fun 體育 全免 劉家賢 培養學生對籃球的興趣及教授籃球的基本技巧。 �穿體育服上課   體育達人 體育 全免 黃綺文 透過欣賞比賽片段，介紹不同的運動項目和相關的體能知識，讓學生認識和體驗體適能對運動的重要性。   悅讀樂滿 Fun 興趣 全免 溫敏儀 透過分組閱讀、遊戲、角色扮演和匯報，提高學生對閱讀的動機。   象棋初班 興趣 全免 林春欣 學習象棋基本的規則和不同的策略。  

 氣球扭扭樂 興趣 $25 王賽琼 教授學生用氣球扭出簡易的卡通物件。   IT 新世代 興趣 全免 李耀文 教授學生最新的電腦軟件技巧。   慈青社關小組  興趣 全免 傅嘉莉 讓學生關注本港及世界時事，為別人祈禱，並用手工製作或以繪畫方式製作祈禱文。 �歡迎教友或非教友參加  幼童軍 (全年活動) 制服 及 服務 全免 古嘉欣 吳玉儀 採用獨特的童軍訓練方法，教導學生自我學習，培訓他們成為一個有自立能力、樂於助人、有責任感及勇於承擔的人。 �集會時要穿童軍制服及佩戴旅巾(自行購買) 
�曾參加小童軍者優先  
�只適合普通話集誦隊的學生參加  

此覆  
聖安多尼學校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班別：____(   )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2018 年 9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