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2018-2019 年度式南通訊（5-7 月份） 

各位家長：您們好，下學期將結束，謹將學校 5 月至 7 月的活動奉告如下： 

《校務》 

11/5 
本校學生參與「仁濟醫院之全港賣旗籌款日」活動，為「仁濟社會服務基金」籌募經費，
以協助慈善團體籌款，又可培養學生服務社群的精神。 

20/5 本校為六年級學生及全體教職員拍攝畢業照片。 

15/6 
本校舉辦「數學、科學 Fun Fun Fun」活動，約 250 名幼稚園學生、本校準小一家長及
學生參與，透過數學和科學的活動，寓學習於遊戲之中，共享一個愉快的親子時間。 

17/6 
雅麗斯英文幼稚園約 45位家長訪校，透過本校示範課及表演，讓他們對學校有進一步的
認識，為小一選校作準備。 

24/6 仁愛堂顏寶鈴幼稚園約 50位學生訪校，透過模擬小一課堂及小息活動，以體驗小一生活。 

27/6 
本校與仁濟醫院屬下各中小學舉行「仁濟醫院院屬學校聯合畢業典禮」，邀請應屆畢業生
及其家長出席。 

29/6 
本校一、二年級學生協助仁濟醫院進行「仁濟醫院緊急援助基金 2019」慈善攤位義賣精
品，既可協助慈善活動籌款，又可培養學生服務社群的精神。 

11/7 
本校舉行下學期頒獎禮及結業禮，透過獎項頒發，以肯定學生的表現，並向他們作出鼓
勵。 

 

《教務》 

17/5 本校舉辦「小五升中家長會」，以協助五年級家長了解中學學位分配方法。 
3/6 

至 

10/6 

本校舉行一至四年級下學期大考、五年級報分試，以及六年級畢業試。 

8/6 本校進行小一新生家長會暨編班試，為準小一的家長及學生於九月份升讀小一作出準備。 

9/7 升中派位結果公佈，本校超過 80%小六同學獲派首三志願的中學。 

 

《訓育及學生支援》 

1/5 
本校安排「成長的天空」小四學生與家長參與親子日營，以促進親子的溝通，以及建立
和加強團隊合作精神。 

4/5 

至 

5/5 

本校學生參與仁濟醫院第二中學舉辦的「多元智能抗逆挑戰營」，透過多元化康樂活動，
提升學生的抗逆能力和培訓其領導才能。 

20/5 

至 

31/5 

本校推行健康飲食雙週之「齊吃水果及蔬菜」活動，以鼓勵學生建立多吃水果及蔬菜的
健康飲食習慣。 

17/6 

至 

21/6 

本校進行「清潔比賽」，透過活動訓練學生自律，以及愛護學校，從而培養他們的歸屬感。 

19/6 
本校參與由香港中文大學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舉辦之「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瞳心護眼計
劃」，為家長提供眼科健康講座，以及為本校學生提供免費驗眼。 

 

《課程》 

8/5 
本校三年級學生參與全港性系統評估，並進行中國語文視聽資訊、說話及英國語文說話
評估。 

15/5 
本校六年級學生參與全港性系統評估，並進行中國語文視聽資訊、說話及英國語文說話
評估。 

11/6 

至 

12/6 

本校三年級及六年級學生參與全港性系統評估，並進行中國語文、英國語文及數學紙筆
評估。 

28/6 
本校四年級學生獲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香港 IEA 中心邀請，參加「國際數學與科學趨勢研
究(TIMSS)2019」。 

 



《活動》 

1/5 
本校舞蹈隊連續兩年於香港舞蹈節勇奪全港小學組中國舞亞軍及四項優等獎，參賽三人
舞更獲頒編舞獎，故本校舞蹈組獲教育局邀請於優勝者表演暨頒獎典禮中演出。 

8/5 

至 

10/5 

本校為六年級學生舉辦教育營，藉以增加學生之群體生活經驗，促進師生感情。 

10/5 
本校學生參加第四屆「機械螞蟻障礙比賽」及「mbot 巡線挑戰賽」，讓學生享受學習科
學的樂趣，提升他們對科技學習的興趣，並培養他們的科學探究精神。 

17/5 
本校學生參加匯知中學舉辦的「Mandy and Gordon’s Toys 英語音樂劇觀賞」，從而提
高他們對學習英語的興趣及提升英語水平。 

10/6 

至 

11/6 

本校安排學生到廣州市花都區新華街第五小學進行「姊妹學校交流團」活動，以加強學
生認識兩地文化，共同提升學習素質。 

17/6 
本校小女童軍參觀「齊惜福賽馬會社區教室」，藉以認識「齊惜福」的工作、香港的廚餘
問題，以及處理廚餘的方法。 

18/6 
本校舉行「閱讀活動日」，透過書展、故事時間及圖書飾物製作，以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
讓他們從多元化的活動中感受閱讀的趣味。 

20/6 
本校學生參加「小學聯校 STEM2.0 比賽工作坊(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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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本校舉行「才藝表演日」，讓學生分享本年度在課外活動上的學習成果，以供家長及本校
同學觀賞。 

22/6 
本校小女童軍出席「屯門區興趣章評核日」及「屯門區—火辣辣營燈會暨晉陞儀式及頒
獎禮 2019」。 

25/6 

本校舉行英文主題活動日(Theme-Based Activity)，讓學生從多元化的活動中學習英語。 
本校運動校隊成績優異，屢創佳績，故獲邀出席由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小學分會舉
辦的屯門區球類頒獎禮。 

27/6 

本校學生參加第四屆「機械螞蟻障礙比賽」及「mbot 巡線挑戰賽」，讓學生享受學習科
學的樂趣，提升他們對科技學習的興趣，並培養他們的科學探究精神。 
本校四、五年級的學生參加「小學聯校 STEM2.0 比賽」，以了解和開拓對 STEM 領域的學
習機會，並提高他們的興趣和創造力。 

28/6 

至 

29/6 

本校小女童軍聯隊舉辦兩日一夜度假營，以訓練她們的團體精神及自我管理能力，從而
了解自我，發掘潛能。 

3/7 

本校舉行一、二年級運動日，透過班際閃避球比賽，讓學生發揮團隊及合作精神。 
本校應屯門天主教中學之邀請，安排學生參加「The Crown英語音樂劇觀賞」，從而提高
他們學習英語的興趣，以及提升英語水平。 

4/7 本校學生進行音樂科舉行的「卡拉 OK大賽」，藉以提升學生對音樂的興趣。 
5/7 本校為小六學生舉辦「惜別會」，讓各同學共訴離情及對老師表示謝意。 

6/7 
本校中西樂小組參加「第四屆海峽兩岸暨港澳機械人大賽 2019STEAM 嘉年華」演出，為
學生提供寶貴的演出平台。 

8/7 
本校參加「第四屆海峽兩岸暨港澳機械人大賽 2019STEAM 嘉年華」攤位展出活動，為學
生提供展出 STEM學習成果的平台。 

 

5-7月校外比賽結果： 
第八屆 2018全港弟子規演繹比賽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唱誦比賽(團體)初小組-經典盃 季軍 

鄭穎琳、陳美妍、黃芷盈 

陳靜曉、郭浠彤、李慧妍 

彭程、王寶淇、黃鈺倩 

楊若函、楊凱晴、翁靖 

周穎怡、郭曉瑜、林曉彤 

林芷穎 

 

The 8th Asia Pacific Outstanding Youth Piano Competition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Intermediate Class 

Merit 

黃浩霖 

Piano Grade 4 Class 李歷 

Piano Grade 5 Class 李柔 



2018-19年度屯門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男子單打 優異 余溢希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中樂小組合奏 

銀獎 

李黃鑫、黃一晗、潘嘉毅 
冼俊昊、吳凱琳、陳星宇 
林穎欣、羅惠雯、陳子妍 
陳皚愷、沈浦暉、凌若嫻 

陳季明、張政 

小學合唱團初級組 

鄭穎琳、梁永耀、老巧瑤 
林上暄、梁澤曦、潘子瑜 
袁啟仁、陳美妍、馮曉楠 
郭瑋翹、廖芷翹、雷芷穎 
伍熹賢、黃卓瀅、黃可晴 
李旖曈、黃芷盈、陸芍寧 
戴君灝、陳靜曉、郭浠彤 
李慧妍、彭程、王寶淇 
黃鈺倩、楊若函、楊凱晴 
翁靖、周穎怡、郭曉瑜 
林曉彤、林芷穎、張倩儀 
郭熙楠、周沿靈、鄺柏翹 
梁澤軒、梁凱悠、蔡泳茹 
王騰偉、劉蕊郯、馬芷翹 

吳杰樺、王焯軒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2019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中童組 
金獎亞軍 凌若嫺 

銀獎 余溢希、黃浩霖 

少年組 金獎 余溢希、凌若嫺 

 

天后中英文幼稚園聯校親子競技同樂日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友校邀請賽 亞軍 鍾智康、葉林林 

 

屯門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男子組 冠軍 

李浩、陳朗然、林梓宸 
司徒卓宏、何循友、黃浩霖 
林振豪、陳柏然、梁智鉦 
余振龔、黃梓昊、沈浦暉 

李智豪、湯彥宗 

女子組 季軍 

黃芷盈、沈芷璇、關皓晴 

陳穎楠、何沛欣、江韻詩 

陳靖詩、徐昕茹、吳凱琳 

羅卓姿、莊唯、黃雪悠 

陳穎姮、李怡 

 

第五屆馬振玉文藝菁英賽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亞軍 李鎮發、李錕發 



第十六屆全港學界健美體操比賽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小學(高小組)男子單人(初級組) 季軍 李柏賢 

小學(高小組)女子單人(初級組) 第六名 張樂榣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 2019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中樂團少兒 B 組 金獎 

羅逸、呂少影、葉慧昕 

李黃鑫、陳奕媛、黃一晗 

潘嘉毅、陳俊希、冼俊昊 

劉煒琦、吳凱琳、曾銳敏 

陳星宇、文梓柔、曾紫姸 

潘思羽、林穎欣、李卓芹 

黃紫悠、羅惠雯、陳子妍 

陳皚愷、沈浦暉、陳奕祺 

曾安琪、凌若嫻、陳季明 

余溢希、張政、劉昕皓 

陳卓均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9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初賽 

一等獎 吳天皓、姚嘉樂、鄭俊杰 

二等獎 
彭程、賴子灝、鍾嘉琪 
文俊然、陳季明、余溢希 

三等獎 

文宇軒、劉旭程、吳怡潼 
馮曉楠、雷芷穎、方恩琪 
李梓揚、范茵詠、蔣宇軒 
吳凱琳、梁凱悠、陳文豪 
陳翊享、陳可兒、陳兆霖 
麥卓彥、黃皓然、賴博文 
王子瑩、宋啟宇、李錕發 
李鎮發、沈浦暉、劉昕皓 

譚海銘 

晉級賽 

一等獎 余溢希、姚嘉樂、鄭俊杰 

二等獎 
吳天皓、彭程、蔣宇軒 

陳可兒 

三等獎 

文宇軒、劉旭程、吳怡潼 

馮曉楠、雷芷穎、方恩琪 

陳翊享、陳兆霖、麥卓彥 

黃皓然、賴子灝、鍾嘉琪 

文俊然、陳季明、劉昕皓 

總決賽 

二等獎 彭程、麥卓彥 

三等獎 

文宇軒、劉旭程、吳怡潼 

馮曉楠、蔣宇軒、陳翊享 

黃皓然、陳季明 

 

2019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 Open》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決賽及晉級賽 銀獎 
吳天皓、麥卓彥、鄭舜文 

余溢希、姚嘉樂、趙崇譽 

決賽及晉級賽 銅獎 黃寶謙、伍懷谷、劉昕皓 

 



2019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HKMO Open》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初賽 

金獎 姚嘉樂、鄭俊杰 

銀獎 
吳天皓、雷芷穎、余溢希 

趙崇譽、劉昕皓 

銅獎 

黃可晴、黃寶謙、黃一晗 

吳凱琳、梁凱悠、伍懷谷 

吳子游、袁梓僖、麥卓彥 

黃浩霖、鄭舜文、韓承諭 

沈浦暉、譚海銘 

 

陳黃淑芳紀念盃友校小學排球邀請賽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女子組 殿軍 

黃芷盈、關皓晴、沈芷璇 

陳穎楠、何沛欣、江韻詩 

陳靖詩、徐昕茹、吳凱琳 

莊唯、羅卓姿、黃雪悠 

陳穎姮、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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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 / 林子傑 

 

心誠盃五人手球賽 2019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男子組 冠軍 

鄒旭鈞、陳宇謙、樊竣翹 

林韋行、陳啟程、賴博文 

何俊成、黎正宇、林子謙 

周堯銘、馮學良、李愷軒 

陳啟航、梁智明、方柏軒 

林子傑 

女子組 優異 

曾麗蓉、吳子柔、陳靖妍 

潘樂甄、郭芷琳、林曉彤 

劉曉詩、陳小柔、劉蕊郯 

陳凱儀、鍾嘉琪、周穎欣 

文可欣、袁丹榆、陳宜婷 

陳綺雯、陳煒霖 

 

STEM2.0 比賽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機械人大亂鬥 冠軍 王頌楠 

 

機械螞蟻障礙賽 

 

比賽組別 獎項 獲獎學生 

造型設計賽 亞軍 曾海妍、文雅兒、陳頌衡 

 

《家長教師會》及家長活動 

18/5 
本校家長教師會舉辦「皮革製作體驗工作坊」，以輕鬆和生活化的方式，讓家長學習皮
革製作，從而放鬆身心，舒緩壓力。 

10/6 
本校家長教師會舉辦「參觀益力多大埔工場」活動，讓學生了解益力多的製作及有關
飲品的知識，擴闊學生的視野。 

19/6 
本校家長教師會舉辦「靜觀親子管教工作坊」，以體驗的形式，讓家長學習如何運用靜
觀技巧於管教子女身上，從而放鬆身心，舒緩管教子女的壓力。 

26/6 
本校家長教師會舉辦「地壺球親子樂體驗工作坊」，以活動及親子合作的形式，讓家長
從旁協助子女學習，並以正面的方式鼓勵子女和欣賞他們，從而建立子女的成功感及
親密的親子關係。 

 

 

 
何式南家書 

致各家長及同學： 

 轉眼間，2018-2019 學年已結束，希望各位同學今年能夠享受校園生活。大家

也藉着一個悠長的假期，好好休息，並加以充實自己。我期望 9 月份的來臨，在學

校裏再次與同學見面，一同在愉快的環境下成長和學習。 

羅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