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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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本校小一及小六學生進行第二次防疫注射。 

13/4 本校舉行下學期家長日，以加強校方與家長之聯繫，使雙方了解學生之品行、學業及生
活情況。 

 

《教務》 
18/3 
至 

22/3 
本校舉行一至五年級下學期期中考，以及六年級報分試。 

9/4 本校舉辦「升中統一派位選校講座」，讓六年級的家長及學生了解升中統一派位程序及選
校策略。 

 
《訓育及學生支援》 

1/3 本校學生獲邀出席嶺南大學舉辦的「成功有約」屯門區小學生獎勵計劃—「做個大學生」
體驗活動。 

3/3 本校邀請基督復臨安息日山景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到校舉辦「小小夢想家」活動，透過
參觀國泰城的工作環境及模擬機艙，讓學生體驗不同的職業，擴闊學生的視野和眼界。 

22/3 本校與思進電腦香港有限公司及香港教育大學合辦「樂高創意拼砌」活動，以鼓勵學生
發揮創意，以及提升解難能力。 

25/3 
至 

19/6 

本校獲社會福利署「齊文異彩」義工服務計劃撥款，推行朋輩輔導計劃，以加強學生在
校內互助互愛的文化，由學長透過功課指導及遊戲活動，協助學弟妹解決學習問題、學
習與人相處技巧及適應校園生活。 

29/3 
至 

17/5 

本校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社交訓練小組」，以「心智解讀」為本，教授不同的
社交技巧，協助明暸個人情緒的變化，加強情緒控制及管理能力。 

14/4
至

15/4 

本校安排「成長的天空」小四學生參與再戰營會，以訓練他們的團隊合作技巧、溝通技
巧及解難能力。 

21/4 本校與新生精神康復會合辦親子電影觀賞活動，以鼓勵學生和家長享受親子的時光。 
30/4 本校進行火警演習，讓學生透過模擬的情境，增加對火警的危機意識，以及逃生的方法。 

 
《活動》 

6/3 本校獲教育局邀請進行「體育學習領域課程發展探訪」，藉此與校長及體育老師作專業交
流及分享。 

7/3 本校舉行 STEM活動日，全校學生積極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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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本校學生參與「仁濟 STEM Faire2019活動」，並負責當天的攤位設計，學生能學以致用，
回饋社會。 

22/3 本校安排小女童軍及幼童軍參與由運輸署主辦的「離島遊 2017-2019計劃」，透過戶外活
動，訓練學生團體合作的精神，擴闊視野，創造一個多元化的學習歷程。 

26/3 本校舉辦新加坡外遊團簡介會，讓家長及學生更了解有關行程內容及講解是次交流計劃
要注意的事項。 

10/4 本校為一至六年級舉行「全方位學習日」，並安排戶外學習活動，以提供全方位學習機會，
讓學生增廣見聞，從而豐富學習經歷。 

11/4
至

14/4 

本校舉辦新加坡四天境外交流團，讓學生了解當地的科技發展，參觀現存的自然景觀，
感受當地人民的生活文化。 

19/4 本校為「賽馬會中國音樂教育及推廣計劃種籽學校」，而中樂團更獲邀參加「中樂嘉年華」
2019音樂會，為學生提供寶貴的演出平台。 

26/4 本校為學生參加「小學聯校 STEM2.0 比賽工作坊」，以了解和開拓對 STEM 領域的學習機
會，提高學生的興趣及創造力。 

30/4 本校一年級學生參加天后中英文幼稚園舉辦的「聯校親子競技同樂日及友校邀請賽」。 
 

 
 
 
 
 
 



3-4月校外比賽結果：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小學中級英文硬筆書法 冠軍 文雅兒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比賽 2019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中樂獨奏拉弦樂 銀獎 陳星宇 

西樂獨奏弦樂 

銅獎 

余溢希 

中樂獨奏彈撥樂 凌若嫻 

中樂獨奏吹管樂 沈浦暉、羅惠雯 

中樂獨奏拉弦樂 吳凱琳 

中樂獨奏拉弦樂 

優異 

李黃鑫 

中樂獨奏吹管樂 劉煒琦、黃紫悠 

中樂獨奏彈撥樂 林穎欣、陳子妍、陳奕祺 

西樂獨奏弦樂 陳卓均 

中樂合奏 銅獎 

李黃鑫、陳奕媛、吳凱琳 

曾銳敏、陳星宇、曾紫姸 

林穎欣、黃紫悠、羅惠雯 

陳子妍、陳皚愷、沈浦暉 

陳奕祺、凌若嫻、陳季明 

張政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陸運會小學友校接力賽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男子組 4X100米接力賽 亞軍 李鎧軒、陳柏然 
何俊成、黎正宇 

女子組 4X100米接力賽 優異 
劉曉詩、江韻詩 
吳聞茹、劉煒琦 

 
2018年第四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2018年第四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小學組 

優異 凌若嫺、余溢希、林梓昊 

 
北區小學排球比賽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銅盃賽 冠軍 
李浩、陳翊享、陳朗然 

林展朗、司徒卓宏、陳柏然 
林梓宸、梁智鉦 

金盃賽 殿軍 
何沛欣、羅卓姿、黃雪悠 
陳穎姮、李怡、關皓晴 
吳凱琳、陳靖詩、徐昕茹 

/ 全場最佳發球員獎 何沛欣、陳穎姮 
 
 
 



屯門天主教中學四角排球邀請賽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男子組 冠軍 
何循友、林振豪、余振龔 
黃梓昊、沈浦暉、李智豪 

湯彥宗 
 
 

第三十二屆兒童五人手球賽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男子幼童組 冠軍 

劉鵬熙、吳建豪、李首迪 
陳啟航、徐灝洛、鍾志強 
魏榮、梁智明、方柏軒 
林子謙、李正謙、陳高信 

男子小學組 亞軍 

周堯銘、李愷軒、樊竣翹 
賴博文、陳啟程、林韋行 
何俊成、黎正宇、鄒旭鈞 
Banri、陳宇謙、林子傑 

女子幼童組 

季軍 

林子晴、吳子柔、陳靖妍 
侯芍彤、黃美恩、潘樂甄 
周穎怡、郭芷琳、林曉彤 
劉曉詩、陳小柔、劉蕊郯 

女子小學組 

鄺柔菲、陳凱儀、鍾嘉琪 
林穎欣、周穎欣、文可欣 
袁丹榆、潘春榮、陳宜婷 
何心怡、陳綺雯、陳煒霖 

 
小學環保科學創意邀請賽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 優異獎 曾文軒、文雅兒、陳頌衡 
 

第六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8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香港賽區鋼琴公開分齡組少年 A組 冠軍 凌若嫺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 2018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西樂 A 少年中級組 冠軍 凌若嫺 

 
第 55 屆香港學校舞蹈節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體育舞蹈 - 查查查 
甲級獎 黎曉妍、黎曉穎 

陳卓均、吳思潼 

乙級獎 陳芷銳、陳可兒 
李怡、陳伊晴 

體育舞蹈 – 牛仔 甲級獎 
陳卓均、吳思潼、黎曉妍 
黎曉穎、陳芷銳、陳可兒 

李怡、陳伊晴 
 
 
 
 
 
 
 



第 15 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小學(新界西)7 歲或以下歲雙人組 

查查查分區賽 冠軍 
簡學森、梁愷晴 

小學(新界西)7 歲或以下歲雙人組 
倫巴舞分區賽 亞軍 

小學(新界西)8 歲雙人組牛仔舞分區賽 冠軍 
梁恩翎、李旖曈 

小學(新界西)8 歲雙人組查查查分區賽 
亞軍 

季軍 黃心言、老巧瑤 

小學(新界西)8 歲雙人組倫巴舞分區賽 亞軍 梁恩翎、李旖曈 

小學(新界西)11 歲雙人組牛仔舞分區賽 亞軍 

李怡、陳伊晴 
小學(新界西)11 歲雙人組查查查分區賽 

季軍 小學(新界西)11 歲雙人組倫巴舞分區賽 

小學(新界西)11 歲雙人組鬥牛舞分區賽 

小學(新界西)11 歲雙人組森巴舞分區賽 季軍 陳芷銳、陳可兒 

小學(新界西)12 歲雙人組鬥牛舞分區賽 
亞軍 

黎曉妍、黎曉穎 

小學 12 歲雙人組鬥牛舞全港賽 

小學(新界西)12 歲雙人組森巴舞分區賽 

季軍 
小學(新界西)12 歲雙人組倫巴舞分區賽 

小學(新界西)12 歲雙人組查查查分區賽 

小學(新界西)12 歲雙人組牛仔舞分區賽 

小學(新界西)12 歲男女組倫巴舞分區賽 

亞軍 

陳卓均、吳思潼 

小學(新界西)12 歲男女組鬥牛舞分區賽 

小學(新界西)12 歲男女組牛仔舞分區賽 

小學(新界西)12 歲男女組森巴舞分區賽 

季軍 
小學(新界西)12 歲男女組查查查分區賽 

小學 12 歲男女組牛仔舞全港賽 

小學 12 歲男女組倫巴舞全港賽 
小學(新界西)13 歲或以上歲雙人組 

牛仔舞分區賽 冠軍 

羅卓姿、潘睿晴 

小學(新界西)13 歲或以上歲雙人組 
森巴舞分區賽 

亞軍 

小學(新界西)13 歲或以上歲雙人組 
查查查分區賽 

小學(新界西)13 歲或以上歲雙人組 
倫巴舞分區賽 

小學(新界西)13 歲或以上歲雙人組 
鬥牛舞分區賽 

小學 13 歲或以上歲雙人組鬥牛舞 
全港賽 季軍 

 
第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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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啟航、周堯銘、李愷軒 
樊竣翹、賴博文、陳啟程 
林韋行、何俊成、黎正宇 
鄒旭鈞、陳宇謙、林子傑 

女子組 優異獎 

劉曉詩、林曉彤、陳小柔 
劉蕊郯、鍾嘉琪、陳凱儀 
周穎恩、文可欣、袁丹榆 
陳宜婷、陳綺雯、陳煒霖 



2019 屯門元朗區小學「數學遊踪」「魔力橋」大賽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數學遊踪 

金獎 姚嘉樂、曾兆延、麥卓彥 

銀獎 
梁博文、譚海銘 

陳啟程、林韋行 

銅獎 
楊雯雅、鄭俊杰、賴博文 

郭珽豐、余溢希、文俊然 

李卓芹、伍懷谷 

魔力橋 

金獎 姚嘉樂 

銀獎 余溢希 

優異獎 鄭俊杰 

 
第 71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鋼琴獨奏(G3) 

第一名 

李歷 

鋼琴獨奏(G1) 江穎晞 

箏獨奏中級組 凌若嫺 

笛獨奏小學初級組 
第二名 

羅惠雯 

鋼琴獨奏(G7) 凌若嫺 

鋼琴獨奏(G1) 
第三名 

韋樂薏 

鋼琴獨奏(G2) 黃一晗 

鋼琴獨奏(G1) 

優良 

胡佳睿、黃珈悅 
李洛晞、鄭穎琳 

鋼琴獨奏(G2) 葉釨潼 

鋼琴獨奏(G4) 李沛鴻、陳卓謙 

鋼琴獨奏(G5) 黃浩霖、李柔 

柳琴獨奏初級組 林穎欣 

揚琴獨奏初級組 陳奕祺 

小提琴獨奏(G4) 余溢希、陳卓均 

鋼琴獨奏傑出少年獎學金 余溢希 

鋼琴獨奏(G1) 

良好 

林柏琋、鄭栩潁、張巧文 

鋼琴獨奏(G2) 李芷淇、黃思甜 

鋼琴獨奏(G3) 何翠桐 

二胡獨奏初級組 陳星宇、李黃鑫 

笛獨奏小學初級組 曾銳敏、黃紫悠 

小提琴獨奏(G2) 黃暐衡 

琵琶獨奏初級組 陳子妍 

箏獨奏初級組 何心怡 
 



《家長教師會》及家長活動 

3/3 本校言語治療師舉辦「如何提升子女的交談及討論技巧」家長講座，以了解不同的技
巧及方法協助子女交談時的要訣。 

22/3 本校家長教師會舉辦「參觀新界屯門消防局」活動，讓學生了解消防局及消防員的工
作，擴闊學生的視野。 

24/3 本校家長教師會舉辦「親子一天遊」活動，約有 350位家長、學生及教師參加，藉以
促進會員間之認識，並增進情誼。 

1/4 本校舉辦「正面親子溝通及衝突處理」家長講座，以提升子女與父母的有效親子溝通，
並協助家長了解在管教子女過程中遇上的困難及如何透過正面溝通的方法通理衝突。 

 
 

 
何式南家書 

致各家長及同學： 

 五月份已開始進入夏季，大家除了好好享受水上活動及美味的消暑食品外，請

繼續提高對傳染病的警覺和意識。因為夏天也是各種傳染病散播的高峰期，所以，

各位也應注意作息的時間，以及加強個人的衞生，讓疾病遠離，培養出強健的體魄。 

羅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