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2015-2016 年度式南通訊（9、10 月份） 

 

各位家長: 您們好。轉眼間新學年已開始了兩個月。謹將學校 9 月及 10 月的活動奉告如下: 
 
《校務》 

 03/9  舉行「開學禮」，讓同學認識本年度的學習主題。 

 05/9  學校舉行一至六年級家長講座，使家長明瞭本年度學校各項新措施。 

 07/9  學生正式依照課堂時間表上課，本年度星期五增設「自理十分鐘」，讓老師指導學生進行 

清潔課堂，學習收拾書包等自我照顧訓練。 

 12/9  舉行「式南英語遊戲樂」，約有 70 名幼稚園學生及家長到校，透過攤位遊戲感受本校的學習

氣氛及認識本校英語學習活動。 

 12/9  5 名老師及 10 名學生大使出席由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幼稚園主辦的「屯門區小學簡介會」。 

 19/9  舉行「小一選校講座及校園巡禮」，約有 150 名幼稚園學生及家長到校，通過家長講座、 觀

課及巡校了解本校的環境，辦學特色及教學方法。 

 7/10 一至三年級同學參與由世界宣明會舉辦的「清水難求」講座。 

 12/10 舉行「何氏獎學金頒獎禮」，校監何德心先生蒞臨主禮，頒獎予 2014 年度學業、中文科表現

優異及學業成績有進步的同學。 

 

《訓育及學生支援》 

 27/8  本校教育心理學家戴偉堂先生及港大同學會小學陳桂英主任與老師進行「正向班級經營」講

座。 

 27/8  全體老師參與醫院管理局兒情計劃的「處理兒童的焦慮問題實務技巧」工作坊 

 8/9  言語治療師到校為同學進行言語治療服務，9 月至 10 月共進行了六次。 

 10/9  舉行「敬師日」活動，在活動中有校長、家長及同學分享、學生獻唱等環節，家長教師會還

預備了蜜糖作為禮物，在同學高唱「良師頌」的歌聲中，由風紀代表致送禮物予每位老師。 

 14/9  教育心理學家戴先生到校為同學進行言語治療服務，9 月至 10 月共進行了四次。 

 16/9 四至六年級同學參加由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屯門綜合社會服務處舉行的「網絡成癮」講座。 

 23/9 一至三年級同學參加由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屯門綜合社會服務處舉行的「使用互聯網及電腦的

良好習慣」講座 

 30/9  舉行國慶升旗典禮，讓學生明白國慶意義及培養愛國情操。 

 30/9  學生於早會進行「我的行動承諾—家．多點關懷、多點愛」承諾日 2015，全校學生亦進行簽

署承諾書的活動。 

 30/9 四至六年級同學參加由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山景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舉行的「關愛感恩」講座 

 10/10 六年級「成長的天空—輔導小組」開始，由 10 月至 12 月逢星期四舉行。 

 10/10 十二位老師參加「仁濟聯校培訓講座—校園危機管理」講座。 

 10/10 本校家長義工參與仁濟醫院親子獎券售賣活動。 

 14/10 四至六年級同學參與由香港盲人體育總會舉辦的「生命教育」講座。 

 

《活動》 

 由 9 月開始，利用早會／小息／午息進行下列各項活動: 

早讀 
逢週三鼓勵學生必須閱讀英文圖書／ 

逢週五鼓勵學生必須閱讀中文圖書 

英文早會 逢週四早會時英文老師帶領學生進行英語活動 

中文／普通話早會 逢週二早會時中文老師帶領學生進行中／普活動 

數早會 逢週一早會時數學老師帶領學生進行數學活動 

早操 學生早會時進行簡單身體操 

小息強心區 學生小息時進行體育活動如打籃球、呼拉圈、跳繩、踢毽 

小息英文自學活動 逢週四英語大使帶領學生進行英文自學活動如串字、背短詩 

小／午息分級圖書館活動 學生依編配時間到圖書館借閱圖書 

普動畫播放 週二小息 

新聞播放 週一／五午膳 

背乘數表 P.3 午息背乘數表活動 

音樂創藝坊 週二／週三午息時段，上、下學期共六次 

兒歌金曲點唱站 週一/五午膳時進行，上、下學期共四次 

 

 6/9 本校龍師隊出席全港青年醒獅比賽頒獎典禮。 

 2/10 學校女子及男子接力校隊參加仁濟醫院第二中學運動會友校接力賽。 

 6/10 本校足球隊開始進行「Futsal 五人足球推廣計劃」培訓。 

 

 



 

 8/10 舉行全校旅行，全體學生及一年級家長前往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旅行，共渡愉快的一天。 

 16/10 本校話劇組同學逢星期五參與「文學劇場計劃──縫熊說故事」戲劇培訓。 

 17/10 六年級學生參加仁濟醫院第二中學舉辦的「科學趣味新體驗」活動。 

 17/10 本校女童軍參與「盡責公民展潛能」跨代共融計劃傳統文化日暨齊來分享活動。 

 20/10 全體三年級同學參與音樂事務處舉辦的《武俠》中樂音樂會。 

 27/10 及 28/10 乒乓球校隊參加「屯門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24/10 本校「爵士樂隊」前往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參與八達通育苗展才計劃 2015-2016 啟動禮。 

 29/10 本校女童軍及幼童軍參與「香港國際海岸清潔 2015」活動。 

 29/10 至 5/11 25名風紀生參與「小領袖多本事」訓練活動，提升他們的領導潛能及解難能力。 

 

 《課程》 

 4/9 全體老師參與由香港合作學習協會主席何明生主講的「合作學習」工作坊。 

 本年度本校參加了教育局舉辦的「校本支援計劃」及「專業發展學校計劃」如下︰ 

a. 四年級常識科: 有效運用學習歷程檔案，提升學生學習科學與科技範疇的效能 

b. 一年級中文科: 有效的寫作教學，提升學生的中國語文能力 

c. 四年級英文科: School Support Partners Scheme 

d. 英文科老師: Quality Education Fund Thematic Network ( QTN) on English Language (Primary)   

2015-16:Networking School 

e. 中文科老師: 職前與在職語文教師的專業發展計劃—校本語文課程規劃與教材建設的實踐 

 12/10  教師開始進行中、英、數、常共同備課計劃，以提昇課堂質素。 

 本學年各科發展重點如下： 

 

科目 事項 

中文 引入校外資源優化校本課程設計，如參加了教育局的「專業學校發展計劃」、「中國語
文教育伙伴協作計劃」及「喜悅寫意計劃」; 利用共同備課時段進行教學設計引入祝新
華「閱讀認知能力層次」策略，提升學生思維能力；同時透過說故事、角色扮演、朗
誦、命題寫作、實用文寫作及小練筆等多元化學習策略，激發學生積極學習的興趣，
藉以改善學生的語文能力。而今年中文科的另一重點，就是透過預習查字典、朗讀課
文、自擬問題、專題研習、自學網站等方法，培養學生自學精神。另外亦會透過在校
內舉行不同形式的活動，如早會分享、古詩文背誦、中華文化日、書法比賽及故事演
講比賽等，讓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對中國文化傳統有更深入的認識。 

 

英文 

 

 

 

為了建立學生學習英語的自信心和學習興趣，本校積極為學生提供豐富的英語環境，
除了聘請兩名外籍英語教師(Mr Phil & Mr Steve)任教外，更通過分享閱讀和導讀計
劃、拼音教學、精讀和寫作、英語閱讀計劃、從任務中學習的校本課程等不同的語言
發展教學法，提高學生的英語能力。 
為進一步提升學生自主學習，本年度除繼續以往英語活動外，還會推行「代幣獎勵計
劃」和進行英文自學活動如串字、背短詩等。期望學生的英語熟練程度得以提高。 
 

數學 本學年，數學科透過實作活動鞏固同學的數學概念。此外，由低年級開始培養學生進
行課前預習，培養同學自主學習的態度。在日常的教學中，老師會透過階段評估，了
解同學的學習進展，促進學與教。我們亦重視培養同學對數學學習的興趣，例如：透
過定期的「趣味數學園地」活動，鼓勵同學多思考，利用不同的策略來解決難題。此
外，本學年繼續透過「數學早會」，向同學簡介有趣的數學資訊及「數學圖書」，鼓勵
自學。在學期終，學校亦安排「數學日」，同學有機會進行不同的數學創作及遊蹤活動，
讓他們感受數學學習有趣好玩的一面。 

 

常識 常識科旨在為學生提供學習經驗，讓他們更了解自己所處的世界，誘發學生的學習興
趣。本年度常識科會透過專題研習，培養學生的研習精神; 透過課前預習工作紙，有系
統地建立學生自主學習的精神及能力。此外，亦會利用剪報工作紙引入高階思維技巧
---PMI，循序漸進地發展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 

 

視覺藝術 本年度視藝科在四至六年級進行集體創作，培養學生的合作態度、溝通技巧及批判性
思考能力。並與圖書館進行跨學科活動，讓學生提升自學及搜集資料的能力；與體育
科及音樂科合作舉行綜合遊戲日，推動關愛及綠色文化。亦會開設視藝拔尖班，培訓
有潛質的學生。另外會設置「可再用圖畫紙收集箱」、「顏料回收箱」，加強師生環保意
識，善用資源，減少浪費。更會於不同場合展示學生佳作，提昇學生的歸屬感。 

 

 

 

 

 

 

 

 



 

音樂 音樂科本年度將引入音樂網上學習，讓學生能豐富在樂理方面的知識，加強學生自主
學習。另一方面，校方本年度將安排同學參與音樂會或音樂活動，擴闊學生的音樂視
野，提升學生對學習音樂的興趣。 

 

 

體育 本年度會與音樂科及視藝科合作舉辦遊戲日，透過遊戲日的活動，加強學生之間的合
作性及培養學生的體育精神。另外亦會鼓勵學生参與班際閃避球比賽，透過比賽培養
學生互助互勉及加強班內的團隊精神。為了培養學生建立健康學校生活模式，小息時
段推行「校本體適能活動」，提供多元化活動，讓學生鍛鍊體能。 

 

電腦 本年度的發展重點是希望讓學生更有效地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學生適當地運用資訊
科技，可以積極地尋找相關的資訊，去處理學習上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問題。 

在課堂上除了因應學生程度而教授各樣資訊科技能力外，本科更重視培養學生正確使
用電腦的態度，所以會加進「網上安全」的增潤課程及「健康使用平板電腦」等課題。
為使學生更能在未來日子學習或自學電使用技能。本學年電腦教科書以英文為主，希
望學生在電腦領域內的專用名詞有進一步認識。另一方面，更會鼓勵學生多用「eclass」
平台，與老師及同學多溝通，從而發展關愛和感恩。 

 

普通話 普通話科本年度將持續發展普通話大使計劃，讓學生利用自己所學到的知識，幫助同
學，回鐀學校，學會感恩。普通話大使會於「中普日」以普通話跟老師和同學溝通；
並協助推動「普通話小老師伴讀計劃」，幫助班上普通話能力稍遜之同學，掌握課本內
字詞之普通話發音。 

 

圖書 於圖書課教授同學的閱讀策略，並透過不同活動，如：早讀活動、好書推介活動、網
上閱讀計劃（我愛香港、中文八達通）、參加對外閱讀獎勵計劃、個人借書龍虎榜、故
事姨姨講故事、圖書展銷、閱讀獎勵計劃—閱讀越開心、世界閱讀日活動，增進知識。
亦會透過圖書館服務生參觀、中央圖書館服務生獎勵計劃，加強學生對圖書館的歸屬
感，同時推動同學個人品德。另外會舉辦「書香再傳」圖書捐贈活動，培養學生的環
保意識。 

 

 

 

《家長教師會》及家長活動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的選舉結果，劉樹平家長以 346票當選 2015-16年度「家長校董」，Janet 

Yuen家長以 163票當選 2015-16年度「替代家長校董」，謹此致謝各位家長的支持。 

 各家長教師會委員及家長義工熱心參與學校的工作：例如在「式南英語遊戲樂」、「小一選校講座及

校園巡禮」及「敬師日」協助佈置禮堂、禮物攤位及致送禮物予老師等，謹此致謝。 

 13/10 舉行一年級家長會，讓家長了解中、英、數、常考試題型、子女應考策略及溫習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