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2017-2018 年度式南通訊（3、4 月份） 

各位家長：您們好，下學期已開展，謹將學校 3 月及 4 月的活動奉告如下： 
 
《校務》 

2/3 

本校協助仁愛堂葉德愛幼稚園進行「新春年宵嘉年華」活動，並安排醒獅隊負責開幕的
表演節目。 

一至六年級舉行上學期頒獎禮，頒發學業獎、勤學獎及各學科獎項。 

21/4 
學校舉行下學期家長日，老師與家長面談及領取學生成績表，亦舉行圖書展銷及電腦軟
件展銷。 

28/4 本校出席「屯門區小學資訊日」活動，以推廣學校特色，以及介紹學校課程。 
 
《教務》 

3/3 
本校為小六學生進行升中模擬面試，透過個人及小組形式的訓練，讓學生體驗面試的
經歷。 

19/3-23/3 本校舉行下學期一至五年級期中考及六年級報分試。 

14/4 
本校舉行「小六升中家長會」，為小六學生及其家長講解升中機制及策略，並邀請仁
濟第二中學副校長蒞臨本校分享中學生活的情況。 

  
《訓育及學生支援》 

9/3 
本校 10 位學生成為「成功有約」屯門區小學生獎勵計劃的得獎者，並出席嶺南大學
的頒獎典禮。 

29/3-30/3 
「成長的天空」(小四)學生參加再戰營會，透過團隊活動，訓練學生的團隊合作技巧、
溝通技巧及解難能力。 

16/4-31/5 

本校推行「大哥哥大姐姐」計劃，由高年級學生為學弟學妹提供朋輩輔導，透過功課
指導及遊戲活動，協助他們解決學習問題及學習社交技巧，藉以加強校內互助互愛的
文化。 

22/4 
本校小四成長的天空學生參加「愛心之旅」，透過泳灘清潔活動，讓學生服務社區，
從而訓練他們的團隊合作和溝通技巧，以及解難能力。 

 
《活動》 

3/3 
本校小女童軍參與「拓展女童軍運動慈善籌款獎券」活動，並於屯門友愛邨內公開發
售。 

4/3 
本校中國舞蹈表現優異榮獲金獎殊榮，並承屯門文藝協進會邀請出席頒獎典禮暨優勝
演出。 

7/3 
本校為參加台灣外遊團的學生及家長舉行行前會，讓他們更了解有關的行程內容及注
意事項。 

8/3 

全校學生參與 STEM 活動日，內容包括「奇怪紙飛機(一年級)」、「風向儀(二年級)」、
「環保動力車(三年級)」、「無敵動力車(四年級)」、「環保動力船(五年級)」、「水火箭(六
年級)」。透過活動，培養學生跨學科領域的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以解決日
常生活的問題。 

23/3 
本校 40 位幼童軍、小女童軍及小小領袖參加「太平山頂遊」活動，除了遊覽太平山
頂外，亦會把童軍技能學以致用，以進行活動。 

26/3-22/4 
本校一至三年級參加由衞生署口腔健康教育組主辦的「陽光笑容滿校園」行動，藉以
培養學生在早上及睡前把牙齒刷乾淨的自發性，並協助學生建立規律的飲食習慣。 

28/3 

本校安排三年級學生參觀饒宗頤文化館「與禮同行」禮文化展覽，通過圖文資料，從
衣食住行出發，並結合傳統文化，解釋有禮行為背後的原因，藉以讓學生認識中國傳
統文化。 

29/3-2/4 
30 名小四至小六學生參加「台灣五天境外交流團」，以了解台灣的環保發展，並參觀
現存的自然景觀，感受當地人民的生活。 

15/4 
本校小女童軍參與「小女童軍 2018」活動，透過「個人挑戰」及「團體賽」，讓小女
童軍發揮潛能，培養隊員之間的合作和團體精神。 

16/4 
本校與港鐵公司合作舉辦「學生品管圈計劃」，五、六年級共 17 個學生進行匯報，並
展配出他們的解難、分析能力，以及領導才能。 

17/4 
本校 6 位五、六年級學生參加「小學太陽能模型車 mini 奧運會 2018」，藉以讓他們了
解可再生能源知識的概念，以及提高環境保護的意識，擴闊視野。 

23/4 

為響應「423 世界閱讀日」，本校舉辦閱讀日活動，為學生安排書展、手工圖書製作、
圖書分享等多元化的設計，讓他們體驗和享受閱讀的樂趣。 

本校 4 位四年級學生參加「第三屆機械螞蟻障礙比賽」工作坊，讓學生體驗科學學習，
提升他們對科技學習的興趣，並培養他們的求真精神。 

27/4 
為了讓學生增廣見聞，本校安排一至六年級學生進行「全方位學習日」活動。透過實
地戶外學習，使學生能夠親身體驗，從而汲取多方面的知識。 

28/4 
本校中國舞舞蹈組獲香港舞蹈總會邀請參加世界舞蹈日 2018 開幕典禮暨多元舞蹈大
匯演演出。 

 



3-4月校外比賽結果： 
 

第 54屆香港學校舞蹈節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中國舞小學組 團體亞軍 舞蹈組隊員 

體育舞蹈 - 查查查 甲級獎 

黎曉妍、黎曉穎、陳慶翹 

陳葆淇、陳卓均、吳思潼 

李怡、陳伊晴 

體育舞蹈 – 牛仔 

甲級獎 黎曉妍、黎曉穎 

乙級獎 
陳慶翹、陳葆淇、陳卓均 

吳思潼、李怡、陳伊晴 

 
第 70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鋼琴獨奏(G4) 第一名 李柔 

鋼琴獨奏(G6) 
第一名 凌若嫺 
第三名 余溢希 

箏獨奏(初級組) 第二名 凌若嫺 

小學合唱隊(外文歌曲)—10歲或以下 良好 合唱隊隊員 

 

2018屯門元朗小學「奧數」・「魔力橋」大賽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奧數」比賽 金獎 鄭俊杰、溫菁華 

 

第 32屆屯門區舞蹈大賽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東方舞少年組 傑出舞蹈藝術大獎 舞蹈組隊員 

 

第十屆屯門區小學普通話比賽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個人演講初小組(講故事) 季軍 蔡泳茹 

 

「啟動正能量」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高小組 冠軍 陳雅文 

 

陳黃淑芳中學排球邀請賽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男子組 季軍 

何循友、司徒卓宏、林桭豪 

林梓宸、陳柏然、余振龑 

沈浦暉、黃梓昊、李智豪 

葉卓諺、梁逸軒、吳暐霖 

女子組 優異 
吳凱琳、何沛欣、羅卓姿 

徐昕茹、陳穎姮 

李 怡、黃雪柔 
 

第十六屆全港小學校際五人手球比賽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男子組 亞軍 

樊竣翹、黎正宇、陳啟程 

鄒旭鈞、Banri、陳宇謙 

林子傑、潘興文、魏豪 

鄒旭濤、黃瀚文、高毅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比賽 2018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鋼琴獨奏 - 高級組 
金獎 凌若嫻 

銀獎 余溢希 

中樂彈撥樂獨奏 銀獎 凌若嫻 

中樂拉弦樂獨奏 
銀獎 陳星宇 

銅獎 李黃鑫 

中樂吹管樂獨奏 銅獎 羅惠雯、沈浦暉、黃紫悠 

中樂合奏 銅獎 

李黃鑫、方恩琪、冼俊昊 

陳星宇、曾銳敏、劉煒琦 

吳凱琳、陳俊希、曾紫姸 

陳小柔、林穎欣、黃紫悠 

沈浦暉、陳皚愷、陳奕祺 

陳子妍、羅惠雯、凌若嫻 

陳季明、張政、麥芷瑜 

方安瑜 

 

第 14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小學雙人組 7歲或以下查查查校際賽分區賽 
冠軍 陳貝錡、伍熹賢 
亞軍 黃心言、楊凱嵐 
季軍 黃可晴、黃翠怡 

小學雙人組 7歲或以下倫巴舞校際賽分區賽 
冠軍 黃心言、楊凱嵐 
亞軍 梁恩翎、李旖曈 
季軍 黃可晴、黃翠怡 

小學雙人組 11歲查查查校際賽分區賽 
冠軍 黎曉妍、黎曉穎 
季軍 陳卓均、吳思潼 

小學雙人組 11歲鬥牛舞校際賽分區賽 
亞軍 黎曉妍、黎曉穎 
季軍 陳卓均、吳思潼 

小學雙人組 11歲牛仔舞校際賽分區賽 
冠軍 黎曉妍、黎曉穎 
亞軍 陳卓均、吳思潼 

小學雙人組 11歲森巴舞校際賽分區賽 
冠軍 黎曉妍、黎曉穎 
亞軍 陳卓均、吳思潼 

小學雙人組 11歲倫巴舞校際賽分區賽 冠軍 黎曉妍、黎曉穎 
小學雙人組 12歲鬥牛舞校際賽分區賽 

季軍 陳慶翹、陳葆淇 
小學雙人組 12歲牛仔舞校際賽分區賽 

小學雙人組 13歲或以上查查查校際賽分區賽 
冠軍 楊雯雅、潘睿晴 小學雙人組 13歲或以上牛仔舞校際賽分區賽 

小學雙人組 13歲或以上森巴舞校際賽分區賽 

小學雙人組 7歲倫巴舞總決賽 
冠軍 黃心言、楊凱嵐 
亞軍 梁恩翎、李旖曈 

小學雙人組 7歲查查查總決賽 季軍 黃心言、楊凱嵐 
小學雙人 11歲查查查總決賽 季軍 

黎曉妍、黎曉穎 

小學雙人 11歲牛仔舞總決賽 亞軍 
小學雙人 11歲倫巴舞總決賽 

冠軍 小學雙人 11歲森巴舞總決賽 
小學雙人 11歲鬥牛舞總決賽 
小學雙人 11歲查查查總決賽 季軍 

小學男女混合組 11歲牛仔舞總決賽 季軍 陳卓均、吳思潼 
小學男女混合組 11歲森巴舞總決賽 亞軍 陳卓均、吳思潼 
小學雙人組 13歲或以上牛仔舞總決賽 

冠軍 楊雯雅、潘睿晴 
小學雙人組 13歲或以上倫巴舞總決賽 
小學雙人組 13歲或以上森巴舞總決賽 
小學雙人組 13歲或以上查查查總決賽 
小學雙人組 10歲或以上查查查錦標賽 冠軍 黎曉妍、黎曉穎 
小學雙人組 10歲或以上倫巴舞錦標賽 

亞軍 黎曉妍、黎曉穎 
小學雙人組 10歲或以上森巴舞錦標賽 



小學雙人組 10歲或以上牛仔舞錦標賽 季軍 
陳慶翹、陳葆淇 

小學雙人組 10歲或以上鬥牛舞錦標賽 亞軍 
小學男女混合組 10歲或以上森巴舞錦標賽 亞軍 

陳卓均、吳思潼 小學男女混合組 10歲或以上查查查錦標賽 季軍 
小學男女混合組 10歲或以上牛仔舞錦標賽 季軍 

小學雙人組校際賽 總季軍 / 

 

《家長教師會》及家長活動 

11/3 
家長教師會及校友會合辦「新春盆菜宴」親子活動，約有 250名家長、學生及老師參
與，共享歡樂的一天。 

12/3 
本校舉行「認識及協助有學習困難學生」的家長講座，由校本教育心理學家負責分享
特殊學習困難的概念，以及介紹支援學生讀與寫的策略，讓家長了解不同的技巧和方
法，協助學生學習。 

17/4 
本校舉辦「如何當子女的情緒教練：提升回應情緒能力」的家長講座，以協助家長認
識情緒，了解不同的技巧和方法協助子女舒緩情緒。 

17/4 及 
24/4 

為了促進家長的身心健康，以及增加彼此之間的認識和情誼，家長教師會舉辦「愛笑
瑜珈家長工作坊」，以歡笑帶動身體的健康，放鬆身心，舒緩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