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濟醫院羅陳楚思小學 

2019-2020 年度學校通訊 

                10 月份 

各位家長: 
你們好。謹將學校最新消息奉告如下: 
 
 
《管理與組織》 

1. 22/10新都醫務中心派員到校為一至六年級同學進行流感疫苗注射。 

2. 23/10 已發佈各級測考一範圍，請同學及早準備應付考試。 

3. 25/10 舉行一年級網上學習平台簡介會及家長會，加強家長對學生在校生活的了解、學校課程的認識、

加強溝通及家校合作。多謝家長踴躍出席！ 

 

 

 
《校風與支援》 

訓輔活動方面： 

1. 從 11 月開始，同學可根據天氣情況或個人需要，彈性選擇穿着冬季或夏季校服回校。請同學緊記於外

套上寫上姓名和班別。有關校服標準細則，可參閱學生手冊 P.16。 

2. 於 30/10/2019 進行本年度第一次火警演習，讓教職員及學生熟習走火路線，面對火警時作出緊急應

變。 

3. 「我們這一班」班級經營活動於 10 月份在週會舉行了啟動禮，並開展了一系列的活動，包括：設計班

旗活動、旅行歷奇挑戰站、拍攝班照及投選最團結班照﹔「有紀律」比賽 10 月則以準備上學為目標，

各班獎分將於 11 月公佈，作品可到學校網頁查看。「我們這一班」班級經營活動 11 月的主題是「敬

師」﹔「有紀律」比賽 11 月的主題是「排隊」班際比賽，請同學踴躍參與，詳情將於 11 月公佈。 

 

德育及公民教育方面： 

1. 2/10 與 YMCA 合辦，教育局資助「課後學習支援計劃─功課輔導班」正式開始，希望幫助有需要學生能

養成自己完成功課的習慣。有關計劃至 3/6/20 完結，共 47 位同學參加。 

2. 與明愛賽馬會屯門青少年綜合服務合辦第一期「情緒智多 kids 3」小組已順利開展，藉以提昇學生之

情緒智能，活動合共 8節，共 9位三年級學生參加。 

3. 與明愛賽馬會屯門青少年綜合服務中心合辦「我信我可以-100 分父母」家長工作坊，已於 17/10 圓滿

結束，共有 29 位小一家長能完成三節或以上課程，並獲發畢業證書以示鼓勵及嘉許。 
 

資優教育方面： 

1. 10/10 舉辦了資優家長講座，講座由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派出講者到校主講，主題為「情意百寶袋」。 

2. 澳門智遊行於 17/10 及 18/10 進行面試，第一次學生工作坊亦已於 29/10 舉行。 

3. 科學與自然資優課程「3D 筆知趣班」於 21/10 展開，課程特聘請專業導師以小組教學方式進行，讓學

生了解 3D 概念及技術認知，並親身制作 3D 作品。 
 

學生支援方面： 

1. 21/10 由本校社工梁姑娘開辦的「執行技巧」訓練小組開始，共有 9位一年級的學生參加。 

2. 教育心理學家於 10 月訪校 3次，為有需要的同學提供評估及輔導。 

3. 本學年，校方向創思成長支援中心購買言話治療服務。10 月份，言語治療師到校 3 次，為有需要學生

進行言語評估。 

4. 8/10「躍動網球」專注力小組開始，共有 12 位二、三年級同學參加。 

 

 
《活 動》 

1. 本校同學參加校外各項比賽，成績如下： 

參賽項目 獎項 學生班別及姓名 

女子 O組 50 米自由泳 

冠軍 

女子 O組 50 米背泳 

季軍 

女子 O組 100 米自由泳 

冠軍 

屯門盃分齡少年游泳比賽 2019 

女子青少年 HIJ 組 4x50 米 

四式接力  季軍 

5A 屈芊妤 



第 38 屆沙田分齡游泳比賽 
女子青少年 HIJ 組 4x50 米 

四式接力  季軍 

油尖旺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9 
女子青少年 I組 100 米 

自由泳  季軍 

葵青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9 
女子青少年 HIJ 組 4x50 米 

四式接力  季軍 

5A 屈芊妤 

自然常識問答比賽香港區賽事 傑出表現獎 
4B 伍悅澄  5A 蘇  醒 

    5A 崔鏵為 

東京國際青少年音樂大賽 2019  

香港區選拔賽 
鋼琴兒童組 冠軍 

兒童高級組 亞軍 

第九屆亞太傑出青少年鋼琴比賽 

鋼琴七級組亞軍 

鋼琴六級組冠軍 

101 全港青少年音樂大賞賽 2019 

鋼琴八級組季軍 

5D 洪栢熹 

東京國際青少年音樂大賞賽 2019  

香港區選拔賽 
鋼琴幼童組冠軍 

第九屆亞太傑出青少年鋼琴比賽 兒童中級組亞軍 

101 全港青少年音樂大賞賽 2019 鋼琴六級組季軍 

2B 洪梓晴 

第九屆夢想杯全國 

青少年兒童美術作品大賽 
金獎 

「綠色生活」兒童及親子填色比賽 初小親子組 優異獎 

3D 陳曉雯 

 

2. 本校學生參加校外各項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參與對象 內容 

4/10 田徑隊成員 前往屯門鄧肇堅運動場參加仁濟二中接力邀請賽。 

12/10 小記者成員 前往信義會(寶田中心)參加小記者訓練營活動。 

15/10 5 名足球隊成員 
前往荃灣沙咀道遊樂埸參加 2019-2020 年度全港小學校際五人足球

比賽。 

21/10 

4B 伍悅澄 

5A 崔鏵為 

5A 蘇  醒 

前往香港生產力促進局會議廳參加 Wild Wisdom Quiz 自然常識問答

比賽 2019 頒獎禮。 

30/10 田徑隊 前往屯門鄧肇堅運動場參加接力邀請賽(胡陳金枝中學)。 

 

 

《對外聯繫》 

1. 19/10 分別舉行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員大會及第七屆校友會會員大會，同時進行常務委員與校董選

舉。當天兩會與學校合辦「我信我可以」嘉年華會，家長、校友均踴躍出席活動及參與投票。有關選

舉結果如下： 
 

家長教師會 

家長校董 張壽允先生 

 根據會章，得票最高者張壽允先生為本會第十四屆主席，而譚立基先生及趙健雄先生得票相同，經抽籤

後，由譚先生擔任候補委員。另經同日第一次常務委員會會議互選後，各委員職責及名單如下: 

主席 張壽允先生 副主席 馮麗玲副校長 

秘書 鄭健勤老師 助理秘書 王嘉俊先生 

財政 林潔瑩女士 助理財政 王穎妮老師 

常務委員 黃秀麗主任、陳鳳珍姑娘、曾珮芝老師、鄭穎思女士、王茵茵女士、顏冬青女士 

候補委員 陳雪貞女士、楊佩珊女士、陳雪貞女士、譚立基先生 

 

 

 

 

 



校友會 

校友校董 石嘉立先生 

 另經同日第一次常務委員會會議互選後，各委員職責及名單如下: 

 主席 連亨禮先生 副主席 石嘉立先生 

名譽會員 何鳳儀主任   

秘書 鄭偉健先生、黃蕙賢老師 財政 邱曼盈女士、劉桂強老師 

聯絡 郭騰蕙老師 康樂活動 簡嘉豪老師 

常務委員 李穎翀女士、譚耀庭先生 

候補委員 許寶文女士、鄺穎琦女士、孫雅淇女士、黃瑋彤女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