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2016-2017年度式南通訊 

1、2月份 
 

各位家長，你們好。謹將學校 1月及 2月的消息奉告如下： 

《校務》 

 20/1全校同學參與教育局的「家長也敬師」活動，撰寫敬師咭送給老師表示謝意。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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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 

 9/1-13/1一至六年級進行上學期期考。 

 13/1及 20/1 小六升中面試培訓暨模擬面試。 

 17/1小六學生參與「有『績』可尋--HKAT 應試技巧提升工作坊 2017」。 

《訓輔》 

 12/1 18名學生參加「齊放義彩」義工服務計劃—朋輩輔導計劃戶外活動日，透過進行集體遊  

戲，培養學生解難能力，面對困境。 

 12/1 8名學生參加「學生大使—積極人生訓練日」，透過不同訓練，認識正面人生觀。 

 14/1 8名學生參加「有營親子計劃—食到老‧學到老」社會服務活動，讓學生透過參與社會 

服務學習關心社會。 

 15/1 6名五年級成長的天空的學生參加「愛心之旅」計劃，透過設計及製作攤位，提升學生 

自信心及獨立性。 

 18/1一至三年級參與「互聯網講座」，認識如何避免上網成癮及如何正確使用。 

 25/1 小三至小六學生參與「少年警訊」講座，鼓勵同學參與少年警訊，學習紀律及服務社群。 

 25/1 全校同學進行「歲晚大掃除活動」，教導學生認識農曆新年傳統習俗，另一方面訓練學 

生的自理能力。 

 6/2-13/2 一連九天「區本課後小組」進行「詠春至好玩」課程。 

 7/2-14/3 逢星期二「區本課後小組」進行「無火小廚神」課程。 

 14/2-13/5 7名學生參加「賽馬會喜伴同行」活動，進行社交技巧訓練。 

 26/2-25/3 全校小一至小三同學參加「陽光笑容滿校園」行動，以建立學生有規律的飲食習慣，  

以及保持牙齒清潔健康。 

《家長教師會》及家長活動 

 15/1 約 200名家長及老師參與家教會舉辦之「親子一天遊」活動，行程包括遊覽船灣淡水湖 

及志蓮淨院的南蓮園池、並放風箏。 

 17/1-14/2 逢星期二 23名家長參加「搭通天地線」家長課程，了解如何搭通親子心，跟孩子 

成為溝通密友。 

 24/2-10/3家長教師會舉行三次家長扭氣球研習茶會，共 24名家長參加，各家長分享扭氣球 

技巧之餘，亦藉此交流管教子女心得。 

《活動》 

 12/1 本校小女童軍及幼童軍隊員參加蒲窩青少年中心舉辦的「香港歷史文化遊」，以提高學生 

對早期香港發展的認識。 

 15/1-15/2本校男女子手球隊參與中國香港手球總會主辦的「第三十屆兒童五人手球賽」。 

 16/1 13名話劇組學生參加香港電影資料館探索之旅--《香港電影特技里程 》，透過文物展示 

及有關電影片段播映，讓同學深入了解香港電影及文化的發展。 

 18/1 全校學生參與「齊吃蔬菜日」，以鼓勵同學實踐健康生活。 

 19/1本校舉行「English Fun Day」，通過攤位遊戲、動畫欣賞、天才表演等，讓全體同學在 

愉快的英語環境下進行學習。 

 20/1本校醒獅隊前往大興啟思幼稚園新春武術表演。 

 22/1 29名學生參與「暢遊昂坪」活動，藉以增加學生對香港特色環境的認識網上資訊。 

 25/1本校醒獅隊前往仁濟嚴徐玉珊幼稚園新春武術表演。 

 6/2-10/2本校舉辦「書香再傳」圖書捐贈活動，以培養學生的環保意識及增強學校的閱讀風 

氣，共回收 106本圖書。 

 9/2  本校舉行「中華文化日」，以遊戲方式認識及欣賞中國的傳統文化。 

 

 

 



 

 

 10/2 47名同學前往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觀賞「香港馬術大師賽 2017」。  

 

 16/2 本校中樂團參與「侯寶垣盃小學校際音樂比賽 2017」，並獲銀獎。 

 22/2  24名小二至小六學生參與「賽馬會中國音樂教育及推廣計劃」音樂會，從輕鬆幽默的 

              演出讓學生認識中國音樂及文化的博大精深。 

 25/2 本校女童軍參加於沙田馬場舉行的「百周年大會操暨嘉年華」，今年主題是「改變，由我  

             做起」，讓女童軍透過策劃和實踐活動，改善社區。 

 25/2  6名學生代表參與第九屆「金龍盃」小學常識問答比賽。  

 25/2 本校排球隊參與「北區小學排球比賽」。 

 27/2 本校拉丁舞隊同學參加第 13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比賽。 

 28/2  10名小五學生參加「成功有約屯門區小學獎勵計劃—嶺南大學 – 做個大學生」體 

驗活動。 

 
 本校學生參加校外各項比賽，成績如下: 

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組別 
所獲 

獎項 

獲獎學生 

班別 學生姓名 

女童軍年度大獎 2015-16優秀隊伍獎 本校女童軍(新界 404 隊) 

屯門區分齡 

乒乓球比賽 2016 
男子單打青少年組 季軍 5B 賴俊賢 

邁亞美 2016 

乒乓球比賽 
兒童初級組 亞軍 5D 楊澤楷 

第 21屆屯門元朗區 

小學普話朗誦比賽 
小四組獨誦 冠軍 4A 凌若嫺 

第四屆香港國際學生

創新發明大賽 
高小組 優異獎 

5C 胡日康 

5D 陳譯申 

第 68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學三、四年級女子組粤語散文集誦 季軍 P3 - 4 中文集誦隊 

小學一至三年級男子英詩集誦 季軍 P1 - 3 英文集誦隊 

小學一、二年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亞軍 2C 曾銳敏 

小學三、四年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4A 凌若嫺 

小學五年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5D 馮泓儒 

小學三年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3C 麥奕琳 

小學四年級男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4E 布晟佑 

小學四年級女子組英詩獨誦 季軍 4C 梁靖 

(另外 27項優良、2項良好) 

仁濟二中 

「健康生活樂繽紛」 
雞蛋撞地球比賽 

親子合作

大獎 
6A 梁晉翹 

二十屆屯門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特別組 100米 第三名 5E 劉一琳 

「齡界限」全港 

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 
高小組 季軍 5C 陳雅文 

第六屆屯門區小學創意故事續寫大賽 
推薦獎 4A 凌若嫺 

推薦獎 4A 余溢希 

第 30 屆兒童五人手球賽 亞軍 男子手球隊 

小學環保科學創意邀

請賽 
高小組 

亞軍 
5A 吳一銘 

5B 賴俊賢 

優異獎 

5C 洪潤發 

5D 尹莉 

5E 文銪莉 

 

 



 

 

比賽名稱 參賽項目/組別 
所獲 

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第 14屆資優解難大賽 
(初賽)新界西區 

金獎 4E 姚嘉樂 

銅獎 4D 陳奕祺 

銅獎 5B 黎慶均 

銅獎 5D 溫菁華 

全港 銀獎 4E 姚嘉樂 

北區青少年手球賽暨 

小學手球比賽 

男子組 冠軍 
5A 鄒旭濤 

5E 司徒鎮源 

女子組 

殿軍 

 

 

 

5A 陳慶翹 

5D 盧芷由 

5D 馮泓儒 

5C 麥芷瑜 

6A 鍾寶怡 

6A 梁烙怡 

季軍 
5A 殷知廷 

5D 溫菁華 

第九屆校園藝術大使 
5B 蔡巧瑜 

5E 樊漪翹 

第八屆「閱讀在屯門」社區書展 2016  

「學生閱讀獎勵計劃」 

最佳閱讀風氣學校 

「百分百參與獎」 

 

 2016-17年度英文書法比賽結果: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冠軍 1A 馮思美 2C 文雅兒 3E 文芷妍 4D陳奕祺 5C陳雅文 6A 陳精華 

亞軍 1B 郭曉瑜 2C 劉煒琦 3A 陳可兒 4D 黃婉婷 5A彭浩軒 6A施詠桐 

季軍 1D 張巧文 2B 蔣樂敏 3E 張  楠 4C 黃惠萱 5B文樂桐 6A湯尉璇 

優異 1B 方恩琪 2C 曾海妍 3C 陳文俐 4E 陸政彤 5B蔡巧瑜 6A陳沛霖 

 

2016-17年度英文比賽(Happy Spelling Bees)表現優異學生:  

一年級 曾韻樂  鍾昊煊  郭浠彤  蘇芷珊  李梓揚  黃思甜 

二年級 李正謙  陳頌衡  陳星宇  鄺柏翹  梁澤軒  劉煒琦  丁芷婷  曾海妍  文雅兒 王頌楠 

徐敏瑜  曾文軒 

三年級 黃浩霖  陳兆霖  韓承諭  鄧  堯  潘思羽 

四年級 余溢希  陳頌恩  鄭俊杰  陳卓瑤  文雪晴 

五年級 溫菁華  馮泓儒  陳順華  樊漪翹  溫子軒 

六年級 陳精華  陳沛霖  施詠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