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2021-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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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舉行小一新生家長日，分別向家長講解小一適應重點及讓新生進行通應體驗。今年增設「親子

開筆禮」環節，加強學生正式開展小學新階段的感覺。 

2. 6/9 舉行全校家長會，講解半日制上課課堂安排、訓輔年度主題、課外活動安排、家校協作、收費

事宜，以及家長注意要點，敬希家長予以配合，以助孩子成長，有關內容簡報已放學校內聯網，供

家長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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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 人 722 人   212 人 

4. 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現正推行「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為 低收入在職住戶 提供每月住戶津

貼及兒童津貼。申請者可致電 38971706或 38971554查詢，又或登入職津處網頁

http://www.wfsfaa.gov.hk/wfao/tc/faq.htm 了解詳情。 

5. 2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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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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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項 

中文及普通話 本年度參與由中文大學主辦「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在三年級與德育及公民教育

組進行跨範疇協作，於上、下學期中各選出一個與校本正向價值「尊重」和「關

愛」相關的單元，進行共同備課，通過課堂設計及課堂活動，提升學生正向的人

生觀。本年度中文及普通話日主題為「少數民族知多少」，由每班介紹一個少數

民族的習俗及其文化特色，從中加強學生對我國少數民族的認識。 

 

英文科 本年度重點提升學生的英語閱讀及說話能力。全校各級學生於每循環週均有由外

籍老師教授的閱讀及說話課堂。 

為提升教與學的效能，本年度於二至六年級推行平板電腦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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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英年度語日舉辦‘Music Buddies’ 「以歌會友」活動，四至六年級學生填寫點播

留言，並由外籍英語老師於早會進行點播活動，藉以提升學習趣味及鼓勵學生利

用英語傳遞正向及關愛訊息。 

此外，每循環週逢課日一早會前均設有‘Early Bird Fun Time’ 「趣味英語」環節，

外籍英語老師與一至三年級學生進行互動英語活動:如故事分享、英語唱遊、分組

遊戲等，讓學生享受學習英語的樂趣，並提升學生的英語說話能力及自信。 

 

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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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動手學數學、數學圖書、解難策略、數學家手記及數學自學角，以提升學生的

興趣和動機。 

另外，本年度會繼續推行天天練心算、強化運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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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本 geogebra 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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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電子工具，優化學習能力，如優化電子學習計劃 

˙提供不同平台，豐富學習體驗，如四、五年級學生參加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 

比賽(ICAS)，數學先鋒隊參加不同的數學比賽，「楚楚思思」遊楚思等 

˙透過多元學習模式，提升學習動機，如各級閱讀多套的數學圖書、解難策 

略、新課程銜接課程、數學家手記等 

˙透過實際操作，提高同學對數學的興趣，如數學遊戲、數學自學角 

˙透過交流分享，了解本科最新發展，如舉辦數學科科研和新舊課程銜接工作坊 
 

http://www.wfsfaa.gov.hk/wfao/tc/faq.htm


電腦科 本科使用的電子筆記及教授程式均為開放軟件，不用額外購置。學生能在家庭隨

時溫習使用。 

˙引導學生使用網上平台自學自習，促進學生善用科技及資訊科技能力。 

˙學習文字輸入技巧，創作個人文件簡報表現自我。 

˙教導學生計算思維及編寫程式技巧，促進學生創作能力。 

 

常識科 為配合生態園及電子學習，1-6年級學生於不同學習單元會運用合適的教學軟件

於生態園進行探究式學習，目的是讓學生有更深的學習體驗。為了讓學生能有系

統地學習，各級根據單元內容撰寫筆記，訓練學生綜合及歸納所學知識。此外， 

各級將會有不同型式的 STEM教學活動，透過生活化課題相關的 STEM活動，深化

學生的科學概念、科技知識及技能，培訓學生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的能力。為配合

常識科六大學習範籌元素，令學生學得更完善，本年度於一至五年級加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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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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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學生的學習音樂的空間，以啟發潛能。為配合學生的學習需要，於課

堂中提供不同的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對音樂的興趣；創設科技環境，提升學生探

究音樂的能力；推展正向教育，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協助學生達至豐盛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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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藝科 本年度視藝科會配合訓輔組主題「愛他人」，本科以「關愛滿身旁」為題，讓學

生多了解及關心身邊的人和物，並以繪畫表達自己的心意，最後以行動送出心意

卡。 

另外透過課前及專題工作紙等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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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的佳作會上戴於

網頁上，供其他同學欣賞，藉以增強學生對繪畫的信心。 
 

體育科 本年度引入運動項目「旱地冰球」，邀請教練於課堂教授有關技巧，並於期中活

動進行班際比賽，亦會參加相關的校際比賽，從而讓學生參與多元化的運動項

目。在體育課加入不同種類的運動遊戲，以增加學生對運動的興趣，從而培養學

生運動的習慣。 
 

STEM科 

 

 

 

 

 

 

 

 

 

 

 

本年度繼續參加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下簡稱 QTN 計劃) - 「透過機械人活

動促進高小 STEM 教育」，計劃推展至大師級。計劃內容包括每年每個學生需親手

製作 2 隻機械人、老師培訓工作坊、課程策劃會議及觀課交流，詳情如下： 

 

 機械人 備註 

四年級 

(初階組) 

蹦跳機械人 我是力王 單齒輪箱機械人 

五年級 

(進階組) 

趕羊機械人 格鬥機械人 多齒輪箱線控機械人 

六年級 

(大師級) 

先行者升降台 先行者足部 Microbit無線機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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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樂繫校園獎勵計劃」–優化大獎。 

2. 本年度共 31 位四至六年級學生參加「大哥哥、大姐姐計劃」，並已於 19/8 及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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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舉行一年級級本輔導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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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9 與明愛賽馬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協辦小一活動，主題為「做個好孩子」，透過此次活動，提

升小一生的自理能力，學習自己照顧自己。 

5. 於 9 月開展本年度的「我們這一班」活動，第一項任務是讓學生參選「一人一職」、設計班旗及訂

立班規。同時「有紀律」比賽於 27/9開始，以準時上學為主題，鼓勵學生建立守時的好習慣。 



6. 於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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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謝春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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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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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6/9至 7/10 舉行合共四次的「高分、多 fun、愉快小一生」家長工作坊，共 38位小一家長出席。 

9. 23/9至 7/10 舉行合共三次的「小一家長學堂」家長工作坊，共 36位小一家長出席。 
 

德育及公民教育方面： 

1. 本年度以「愛他人．關愛滿校園」為德育主題，繼續推行「楚思好公民」獎勵計劃，希望學生學會

「尊重」和「關愛」的正向品格，攜手建立關愛校園，成就豐盛人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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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配合成長課，加深學生對中國

文化的認識。 
 

資優教育方面： 

1. 資優組名單已確立，本年度共有 134位二至六年級同學被老師推薦入組。 

2. 資優家長會於 7/9舉行，是次家長會透過 Ms Teams以網上形式進行。 

3. 本年度資優組於 Ms Teams 開設團隊，並會利用貼文向學生及家長推薦各項課程、活動及比賽。 

4. 中國古文明科技之旅(初級證書課程)於 25/9進行，課程透過創新的 mLong 平台，以虛擬實境、擴

增實境、全息投影等視像科技遊覽中國古跡，讓同學經歷了全新、愉快而有效的學習經驗。 
 

學生支援方面： 

1. 2/9至 6/9安排支援組學生參加學習程度測量試，以了解學生學習進度。 

2. 7/9舉行「全校參與式支援輔導計劃」家長會，是次家長會透過 Ms Teams 以網上形式進行。 

3. 13/9至 20/9期間，進行各班的支援個案會議，讓老師了解學生的特殊學習需要及適應情況。 

4. 教育心理學家於 9月訪校 4次，為有需要的學生進行評估。 

5. 校本言語治療師 9月駐校共 12天，為 46位學生進行評估及為 29位學生提供言語治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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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網球總會 

日清出前一丁-青少年網球新秀賽

2021(新界區) 

男子 10歲或以下單打 

四強 
5E 杜文信 

男子 9歲或以下單打 

四強 
4E 張天朗 

聯校音樂大賽 2021 

小學銅管樂(小號)獨奏-中級組 

銀獎證書及盃 
4E 王澤文 

小學弦樂(豎琴)獨奏-中級組 

銅獎證書及盃 
4A 陳靖潼 

小學弦樂(豎琴)獨奏-中級組 

銀獎證書及盃 
2A 謝善悠 

聯校音樂大賽 2021 

小學鋼琴獨奏-中級組 

金獎證書及盃 
4E 洪梓晴 

小學銅管樂(小提琴)獨奏-中級組 

銀獎證書及盃 
4E 羅尹熙 

第十屆《新聲盃》 

全港中樂獨奏比賽 2021 

彈撥 A初級組 

亞軍 
6E 何咏熹 

亞洲體藝音樂演奏大賽 2021 
鋼琴獨奏初級組 B 

銀獎 
2D 張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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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7/8 6名四年級學生 前往香港遊艇會參加帆船訓練課程。 

24/8 136名 P.4-5年級學生 前往屯門嘉禾戲院觀賞「媽媽的神奇小子」電影。 

4/9 

5A 陳曉雯  5B 孫詠恩 

6A 劉詠霖  6A 李樂迎 

6A 高嘉宏  6B 丁允祈 

前往青松侯寶垣中學協助「屯門區小學簡介會」介紹工作。 

 



《對外聯繫》 

 

《對外聯繫》 

1. 11/9舉行 2021-2022進行「楚思愛的體驗日」，讓幼稚園家長及學生增加對本校的認識。 

2. 13/9 家長教師會舉辦的網上功課輔導班開始上課，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下午 2:30至 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