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濟醫院羅陳楚思小學
2019-2020 年度學校通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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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舉行了開學禮，主題為「愛自己，我信我可以」，讓同學了解學校本年度的主題和重點發展，以及
為新學年訂立目標；當天亦邀請家長教師會委員代表出席典禮及開學儀式，讓家長見證同學在新學年
定立新目標，在未來一年與老師、同學一起努力達成。
2. 6/9 舉行新學年家長會，介紹本年度學校新措施及發展方向，期望家長充分理解學校的理念及發展重
點，能互相配合，以協助學生健康愉快成長。
3. 學期初已處理學童牙科保健、學生健康服務及書簿津貼，申請參加人數如下:
學童牙科保健
學生健康服務
書簿津貼
參加學生人數
776 人
771 人
53 人
4. 本校購入了 25 部平板電腦，並在 3E 班試行「DIC 電子學習教室先導計劃」。於 6/9 舉行了第一次
DIC 家長會。
5. 27/9 安排添記校服公司到校為學生度身訂製冬季校服，請家長妥善保存訂貨單，於 24/10 領取校
服。家長如自行縫製或在外購買校服，可到校參閱校服式樣，或 登入學校內聯網，瀏覽網頁。
《學與教》
科目
中文及普通話

英文科

數學科

事項
本年度平板電腦教學由二年級推展至五年級，教師除了運用不同的應用程式授課
外，還利用電子學習平台讓學生即時分享作品，教師及學生可即時給予回饋，使
課堂活動更加多元化。本年度中文及普通話日主題為「趣談歇後語」，由每班介
紹一個歇後語，並以戲劇的形式演譯一個生活故事，從故事中帶出歇後語的含
意，藉此讓學生從中領悟到歇後語的趣味，從而提升他們學習語文的興趣。
本年度重點提升學生的英語閱讀及說話能力。學校合共聘任了三位外籍英語老
師，全校各級學生於每循環週均有兩節英語課由外籍老師教授。
為提升教與學的效能，本年度於二至五年級推行平板電腦教學，並於三、四年級
推行 i-Class 網上學習平台，教師運用不同的應用程式，給予學生即時正面回饋。
此外，本校更於全校各級推行網上閱讀計劃，學生可按個別能力選讀合適電子課
外書籍，提升識字量及閱讀流暢度。
為照顧學生的學習差異，學生在英文課堂會按能力分組進行「指導閱讀」，圖書
館的英文圖書亦按深淺程度分成三十個級別，學生可根據自己的閱讀級別借閱圖
書。
本年度英語日主題為 ‘I Can…’，並由外籍英語老師帶領各班學生代表上台作經驗
分享，並與台下學生進行互動。另英語大使亦會於英語日協助主持早會，以提升
學生的說話技巧及自信。
本學年為讓學生有更優質的學習經歷，學生會透過多元化學習模式和實際操作，
如數學圖書、解難策略、數學家手記、數學遊戲及數學自學角，以提升學生的興
趣和動機。另外，本年仍會繼續推行天天練心算、強化運算、閱讀數學圖書計
劃、數學先鋒隊、單元評估、「魔力橋之王」比賽、試卷分析、升中銜接課程、
數學診斷系統、優化電子學習計劃、電子即時評估、電子學習分享會及數學科科
研。

電腦科

為裝備同學面對將來資訊科技需要，電腦科設有六級計算思維階梯課程，運用平
板電腦編程(ScratchJR)、Microbit、mBot 及 3D 打印等活動，提升同學編程、解難
能力及創造力。

常識科

為了提升學生探究和解決問題的能力，本年度各級將會有不同型式的 STEM 教育
活動，為了讓學生更有系統、更有目的地學習，各級 STEM 教育將配合課程進
行，透過生活化課題相關的 STEM 活動，深化學生的科學概念，以及科技知識及
技能，讓學生綜合和運用知識與技能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
為配合電子學習，三至六年級學生於不同學習單元會運用適合的教學軟件進行電

音樂科

視藝科

體育科

STEM 科

子學習，三至四年級更會透過 iclass 作為學習平台以促進學習的效能。為了讓
學生能有系統地掌握「六何法」及「六頂思考帽子」來分析剪報，各級根據「閱
報技巧階梯」，因應閱報重點分析具探討性的剪報，從生活中自主學習。
為配合常識科六大學習範籌元素，令學生學得更完善，本年度於一至四年級加設
「態度技能分」作為評估的一部份，透過多元評估來激發學生於課餘時主動學習
的動機，提升學生學習的自主性。
本年度音樂科著重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模式，豐富學生的學習經歷，擴闊學生音樂
視野。為配合學生的學習需要，於課堂中提供不同的學習活動，提昇學生對音樂
的興趣，建構學生音樂知識，如推行平板電腦教學、楚思歌集、音樂圖書閱讀計
劃、並提供踏上舞台演唱的機會，培養學生正向思維，也豐富學生的音樂歷程，
讓學生從演奏、聆聽、創作、樂器表演等各方面，體驗音樂的樂趣，促進其對音
樂探究的主動性。
本學年視藝科五年級繼續配合電腦科 3D 打印課程，把藝術元素融合於資訊科技
中，讓學生體驗更多元化的學習模式。
本科提供不同的學習經
歷及平台，讓學生參與視藝比賽及活動，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發揮他們的潛
能。另外，透過課前工作紙、專題工作紙及從閱讀中學習等活動，希望學生能
多觀察日常的事物、閱讀書籍及瀏覽互聯網資料，創設自主學習的空間，豐富創
作的元素。
本學年繼續設立《我是小畫家》壁報板，讓學生自行投稿，每
月的佳作會張貼於壁報板上，供其他同學欣賞，藉以增強學生對繪畫的信心。本
科還會透過美術欣賞教學及參與不同的藝術活動，提升學生對藝術的興趣，擴
闊他們的藝術視野。
全校學生參與由「香港兒童健康基金」舉辦的「學校體適能獎勵計劃」。於課堂
內將有關的內容教授予學生，並利用部分的時間作練習，再鼓勵學生在家中自行
練習，以提升身體質素。每學年均舉辦校內班際比賽及運動會，不僅讓學生獲得
參與不同運動項目比賽的經驗，也提升了精英運動員的成績。
本學年在四、五年級推行 STEM 課程，透過「編程」、「3D 打印」、「工具應
用」、「虛擬實景(VR)」及「航拍」等課程，教授學生有關 STEM 的知識及技
能，更透過「製作澆水器」等學習主題，優化學生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知識的能
力，並促進學生的自主學習能力。

《校風與支援》
訓輔活動方面：
1. 本校榮獲由教育局及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舉辦的 2018-2019「樂繫校園獎勵計劃」–榮譽獎，並
於 26/9 出席嘉許禮。
2. 本月內進行「陽光電話」，由各班主任致電聯絡家長，藉此加強老師與家長的溝通及對學生的了
解。
3. 本月開始進行「校園清潔 人人有責」，同學利用導修課的 15 分鐘進行課室清潔，並於早上打掃校
園，培養自理能力及責任感。
4. 校服儀表獎勵計劃已於 9 月份進行第一次檢查。
5. 10/9 舉行一年一度之糾察生就職典禮，讓同學認識新一屆的糾察生及本年度訓輔組各位老師，了解
學校訓育及輔導工作的推行情況，以建立與糾察生合作之精神，培養良好校風。同日亦舉行敬師日
活動，倡導尊師重道的精神。除了由家長代表分享心聲外，本校家長教師會亦特地預備了水果作為
禮物，在同學高唱「良師頌」的歌聲中，由糾察生陪同多位家長代表致送予每位老師，場面溫馨感
人。
6. 「我們這一班」班級經營活動於 16/9 及 23/9 的週會進行啟動禮，開展本年度的「我們這一班」活
動及「有紀律」比賽。
德育及公民教育方面：
1. 本年度學校成立了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強化學校品德教育，深化同學的生命教育及營造正向校園文
化。本年度德育主題為「愛自己‧我信我自己」，希望透過不同科組活動，提升同學的自信心，以
「堅毅」、「負責任」及「樂觀」態度，完成今年所訂目標。德公組於 2/9 在開學禮向全校同學介
紹本年度德育主題及舉行「我的行動承諾─愛自己‧我信我可以」，並派發蛋形承諾卡作起動，希
望同學努力實踐自己所訂目標，像鳥媽媽努力將蛋孵化成小鳥一樣。
2. 本年度共 30 位四至六年級學生參加「大哥哥、大姐姐計劃」，並已於 22/8 及 29/8 回校接受訓
練，主要職責是於學期初協助小一學生盡快適應學校生活。
3. 3/9 開始，本校繼續推行「健康校園」計劃，早上檢查學生有否帶備手帕，藉以協助同學養成良好
的衛生習慣。同日，一年級進行級本輔導活動，主題為「做個好小子」，由明愛賽馬會屯門青少年
綜合服務協辦。透過此次活動，提升小一生的自理能力，學習自己照顧自己，也是愛自己的表現。
4. 5/9 舉行「我信我可以─做個醒目小一生」，讓學生認識校園及學校不同崗位的工作人員， 令他們
增加對強對學校歸屬感，盡快投入小一生活。

5. 5/9 全校老師一同參與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少年綜合服務中心舉辦的「與家長溝通」工作
坊，希望家長和老師保持良好溝通。
6. 18/9 為愛心特攻隊會員大會及「我信我可以」工作坊，透過集體遊戲，強化家長義工做服務的信
心，共 90 位家長參加。
7. 19/9至17/10 舉行合共四次的「我信我可以-100分父母」家長課程，共32位小一家長出席。
8. 27/9 舉行國慶升旗典禮，讓學生明白國慶意義及培養愛國情操，當天亦邀請到家長教師會委員代表
到場參與支持，特此致謝。
資優教育方面：
1. 9/9 舉行「資優學生支援計劃」家長會，介紹本年度資優計劃的推行詳情及自薦計劃的安排。
2. 資優名冊已確立，本年度共有 97 位二至六年級同學入組。
3. 19/9 舉辦「襌繞藝術體驗工作坊」，10 位視藝範疇同學參與工作坊，並由專業導師引導進行創
作，活動花絮已上載於本校資優組網頁。
4. 第一次資優組學生集會已於 24/9 進行，讓同學了解本年度計劃詳情，並透過個人電子學習檔案更
新個人檔案。
5. 「南山七小福中文創意寫作班」於 24/9 展開，課程由著名作家朱穎詩女士(南山七小福作者)任
教，透過多元化、有趣的學習活動，讓同學學習不同的創意寫作技巧。
學生支援方面：
1. 9/9 舉行「全校參與式支援輔導計劃」家長會
2. 23/9 起，支援老師按學生需要為學生提供個別或小組輔導。
3. 27/9 外購專注力小組開始，共有 10 位四至六年級同學參加。
4. 26/9 外購藝術成長小組開始，共有 6 位四至六年級同學參加。
教育心理學家於9月訪校2次，為有需要的同學提供評估及輔導。

《活 動》
1. 本校同學參加校外各項比賽，成績如下：
參賽項目
機械奧運會國際大賽
手搖發電機械人背泳賽
機械奧運會國際大賽
手搖發電機械人蝶泳賽
機械奧運會國際大賽
手搖發電機械人捷泳賽
機械奧運會國際大賽
手搖發電機械人四式接力泳賽
二零一九年《新聲盃》
中樂奏比賽

獎項

學生班別及姓名

冠軍/季軍
季軍/殿軍
冠軍

6A
6A
6B
6B

呂安恬 6A 付明浩
吳 娜 6A 黎依珞
黃泳彥 6B 鄧梓健
林子誠 6B 何穎琳

亞軍/季軍
拉弦中級組亞軍

6A 温政誼

U7 遺材賽亞軍

2E 張天朗

U8 單打優異

3B 杜文信

U10 遺材賽亞軍

5B 梁文軒

高級組優異獎

6A 温政誼

初級組優異獎

3D 伍梓菱

高小學生組季軍

6A 梁恩橋

幼童軍組 冠軍

4B 伍悅澄

香港網球總會紅球比賽 C3

香港網球總會少年網球賽 C5
《2019 全港愛心學校
填色比賽》
「綠色生活」兒童及親子
填色比賽
香港童軍國際和平日 2019
〝Peace Starts With Me〞
大挑戰填色比賽

4B 潘曉嵐 6A 林卓希
幼童軍組 優異獎
2B 郭曦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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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 郭世銘
4C 屈芊妤
26/8 至
5A 張柏朗
前往香港遊艇會參加帆船訓練課程。
30/8
5D 王澤君
5D 林學謙
5E 李栩昀
5A 吳鍩桁
5B 梁天恩
6A 梁恩橋
6A 劉子瑜
6A 曾鈺程
6A 葉泳彤
7/9
前往青松侯寶垣中學參加屯門區小學簡介會。
6A 胡亦心
6A 張程晴
6A 黎依洛
6A 呂安恬
6A 麥凱翹
6B 黃永彥
2E 張天朗
18/9 至
3B 杜文信
前往九龍仔公園參加第七屆全港小學校際網球比賽。
27/9
5B 林倚華
5B 梁文軒
28/9
12 名小記者成員
前往屯門寶田中心信義會參加小記者啟航日活動。

《對外聯繫》
1.家長教師會開辦之功課輔導班，由社會企業—遊樂道．無窮天地專業導師主理，第一期功課輔導班
於 16/9 開始上課。而多元智能班已於 21/9 開始上課，項目包括國畫、西洋畫及花式跳繩，請家長
督促子弟依時回校上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