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2014-2015年度式南通訊 
各位家長，你們好。謹將學校 3月及 4月的消息奉告如下： 

《教務》 

 23/3-26/3 為本校下學期期中試，是次為六年級報分試。 

《訓輔》 

 20/4-15/5 小一至小三學生參與「陽光笑容滿校園」活動，以提升學生對口腔健康的重視。 

 23/4-25/6 舉辦「社交故事樂融融」小組，透過不同的故事、遊戲及手工製作，加強兒童社交能力。 

 27/4      本校舉行「學童常見言語問題」家長講座。 

 29/4      當天舉行「齊吃水果」活動，鼓勵學生於午膳時進食一份水果。 

 29/4-30/6 舉辦「自理達人小組」: 課程內容包括自理我做到、時間管理、獨立能力、餐桌 

禮儀你要知、聆聽及專注、與人相處及溝通等。 

 20/4-27/4  進行小一至小六清潔比賽，得獎班別如下: 

一年級組: 1B 二年級組: 2B 三年級組: 3D 四至六年級組:6A 

《活動》 

 2/3     全校同學參與香港芭蕾舞團演出的「睡美人免費教育講座」。 

 2/3     本校中國舞蹈隊參與「第 51屆香港學校舞蹈節體育舞蹈比賽」，並獲優等獎。 

 6/3     本校製服團隊參與「道路安全議會單車安全講座」。 

 7/3     本校六年級同學參與由仁濟第二中學舉辦的創新科技先導課程 (3D打印科技) 。  

 7/3     本校女童軍參與「女童軍世界靜思日嘉年華 2015」，當天認識世界女童軍協會並進行「千 

禧發展目標」攤位活動及「自信自在，活出真我」活動等。 

 9/3     本校合唱團參與「第 67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小學合唱)比賽」。 

 11/3    Theatre Noir Foundation 話劇團到校演出經典劇目《莎翁的情書》，以幽默風趣的對白、                   

讓學生穿梭莎士比亞的文學世界，在莎翁筆下的人物活演舞台與學生交流。 

 14/3    本校數學精英隊參與「2015 屯門元朗區小學數學遊踪『魔力橋』大賽」。 

 15/3    本校女童軍參與「盡責公民」跨代共融分享日活動，進行跨代手工、舞蹈、才藝表演、魔術、 

公民教育攤位遊戲及小蜜蜂親子創意設計展覽。 

 19/3    三年級學生參加香港城市室樂團「學校文化日」之「馬文‧狄斯魔幻樂園」表演，讓學生       

通過故事及魔術表演，以輕鬆的形式體會古典音樂的奇妙和認識樂團各款千變萬化的樂器。 

 27/3    本校手球隊員參觀「國泰航空/匯豐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 

 3/4     三年級學生參加「香港管弦樂團—2014-/15賽馬會音樂密碼計劃學校專埸音樂會」。 

 10/4-14/4  吳惠冰主任及黃步雲主任帶領 18名學生進行「南韓首爾五天文化境外交流團」。 

 11/4-30/5  本校學生及長者 14人進行「長幼共融種植樂」活動。 

 13/4-14/4  全校舉行「書香再傳」圖書捐贈活動。  

 15/4       全體同學進行遊戲日活動。 

 15/4-20/5  本校學生參與「香港教育學院—韻律意識訓練改善中英雙語學童閱讀能力」研究計劃，以 

        提升英語水平。 

 16/4-2/7  舉辦「創力量分享夢」一系列的環保課程，讓學生學習在環保再用的原則下，創造藝術品。     

 19/4      本校話劇組成員參與「經典之旅—舞台技術工作坊」。 

 21/4      全體同學進行「全方位學習日」，各級分別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大埔海濱公園、香港科學       

館、粉嶺環境資源中心、香港公民教育資源中心公民廊及香港科學館。 

 23/4    本校舉行「2015世界閱讀日」，內容包括書展，圖書齊閱讀及說故事比賽。 

 23/4    全體二年級同學參與香港管弦樂團舉辦的「學校專場音樂會」。 

 25/4    本校舉行下學期家長日。 

 24/4    20多名家長參與由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舉行的「向上游──孩子的最佳學習策略」講座。  

 29/4     小一及小六學生進行防疫注射。 

 29/4     三至六年級學生參加「全港墨兜回收校獎賽」及「綠色工作坊」。 

 30/4     全體四至六年級同學參觀海洋公園，進行英文學習。 

《家長教師會》及家長活動 

 30/3  本校家長義工參與「家長義工茶聚」，增加彼此認識及團隊之間的溝通。 

 18/4  家長及學生參與於大棠渡假村舉行的「八達通開心理財親子同樂日」。 

 18/4  本校舉行小六升中講座，協助家長了解統一派位機制及選校策略。本校聯繫中學仁濟醫院  

第二中學代表到校講解該校近況。 

 21/4  本校家長「故事姨姨」參與「東亞開卷坊—故事家長義工培訓班」。 

 24/4  20多名家長參與由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的「向上游──孩子的最佳學習策略」講座。  

 

 



 三、四月份佳績           第 51 屆香港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兒童舞 – 

群舞 

(春曉) 

優等獎 1A麥奕琳  1B張  楠  1C郭昊霖  1C卓曉琳 

1C林韋行  1D吳茵悅  1E周芷瑩  1E黃紫悠 

1E齊盛和  1F單羽彤  2A陳奕祺  2A潘睿晴 

2B王子瑩  2C陳煒霖  2C李  柔  2C羅惠雯  

2C梁  靖  2C吳思潼  2C魏佳晴  2C魏佳瑩  

2D黃婉婷  2E陳皚愷  2E盧穎瑤  3A樊漪翹  

3B葉嘉琪  3B譚嘉麗  3C陳葆淇  3D陳曉琪 

3D方安瑜  3D梁慧盈  3D司徒湞楨 3D余明恣 

小學低年級組中國舞 – 

群舞 

(我像蝶兒飛飛飛) 

優等獎 

編舞獎 

小學低年級組兒童舞 – 

群舞  (紅結兒) 

優等獎 

查查查 

甲級獎 6A 鄺晞怡 5A 鄭佩瑤 

甲級獎 4A 吳名鋒 3C 陳葆淇 

乙級獎 3B 陳慶翹 3C 王彩鈴 

乙級獎 2D 黎曉妍 2E 黎曉穎 

  牛仔 

甲級獎 6A 鄺晞怡 5A 鄭佩瑤 

乙級獎 4A 吳名鋒 3C 陳葆淇 

乙級獎 3B 陳慶翹 3C 溫菁華 

乙級獎 2D 黎曉妍 2E 黎曉穎 

第 11 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女子組校際賽 總季軍 

女子組 

7 歲查查查 

亞軍 1F 鄭淑楠 1E 鄭碧媛 女子組 8 歲牛仔 亞軍 2D 黎曉妍 2E 黎曉穎 

三等獎 1C 李怡   1F 何翠桐 女子組 8 歲森巴 冠軍 2D 黎曉妍 2E 黎曉穎 

三等獎 1E 陳伊晴 1F 江穎晞 女子組 8 歲鬥牛 冠軍 2D 黎曉妍 2E 黎曉穎 

女子組 

7 歲倫巴 

冠軍 1F 鄭淑楠 1E 鄭碧媛 男女混合 8 歲查查查 
二等獎 2D 陳卓均 2C 吳思潼 

三等獎 2C 林梓昊 2C 黃惠萱 

二等獎 1C 李怡   1F 何翠桐 
男女混合組 8 歲倫巴 

三等獎 2D 陳卓均 2C 吳思潼 

三等獎 1E 陳伊晴 1F 江穎晞 三等獎 2C 林梓昊 2C 黃惠萱 

男女混合組 

7 歲查查查 

二等獎 1B 鄧堯   1E 李宇晴 
男女混合組 8 歲牛仔 

亞軍 2D 陳卓均 2C 吳思潼 

亞軍 1E 李俊銘 1D 趙恩淇 二等獎 2C 林梓昊 2C 黃惠萱 

男女混合組 

7 歲倫巴 

冠軍 1B 鄧堯   1E 李宇晴 男女混合組 8 歲森巴 冠軍 2D 陳卓均 2C 吳思潼 

季軍 1E 李俊銘 1D 趙恩淇 男女混合組 8 歲鬥牛 冠軍 2D 陳卓均 2C 吳思潼 

女子組 

8 歲查查查 
亞軍 2D 黎曉妍 2E 黎曉穎 

女子組 

9 歲查查查 

三等獎 3B 陳慶翹 3B 溫菁華 

二等獎 3D 陳思穎 2B 曾浩欽 

女子組 

8 歲倫巴 

季軍 2D 黎曉妍 2E 黎曉穎 女子組 9 歲牛仔 
三等獎 3B 陳慶翹 3B 溫菁華 

三等獎 3C 王彩鈴 3C 林茜詒 

三等獎 2A 陳卓瑤 2B 陳筠晴 女子組 10 歲倫巴 
三等獎 3B 馮明慧 3D 殷知廷 

三等獎 3C 文銪莉 2D 李曦晴 

女子組 

9 歲倫巴 

三等獎 3B 陳慶翹 3B 溫菁華 
男女混合組 10歲牛仔 二等獎 4A 吳名鋒 3C 陳葆淇 

三等獎 3C 王彩鈴 3C 林茜詒 

女子組 10 歲

查查查 
三等獎 3B 馮明慧 3D 殷知廷 男女混合組 10歲鬥牛 亞軍 4A 吳名鋒 3C 陳葆淇 

男女混合組

10 歲倫巴 

三等獎 4A 吳名鋒 3C 陳葆淇 
女子組 12 歲倫巴 亞軍 5A 鄭佩瑤 6A 鄺晞怡 

三等獎 3B 吳一銘 3B 郭紫淇 

男女混合組

10 歲森巴 
三等獎 4A 吳名鋒 3C 陳葆淇 女子組 12 歲森巴 亞軍 5A 鄭佩瑤 6A 鄺晞怡 

女子組 11 歲

查查查 
三等獎 4A 鍾寶怡 4A 施詠桐 女子組 12 歲鬥牛 亞軍 5A 鄭佩瑤 6A 鄺晞怡 

   女子組 12 歲牛仔 二等獎 5A 鄭佩瑤 6A 鄺晞怡 

 

公益少年團 「尊師重道好少年」獎 3C洪潤發  6A彭曉彤 

第廿七屆兒童五人手球賽 女子隊亞軍 

Samsung第五十七屆體育節—小型手球賽 男子隊殿軍  女子隊亞軍 

2013-2014學年全港小學五人手球賽 男子隊八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