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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
  繼2015/16學年仁濟院屬小學及中學分別統一校服式樣後，10
間院屬幼稚園/幼兒中心由2016/17學年開始，也換上新校服！新校
服由時裝設計師Janie Poon設計，色調以藍色為主，橙色為襯托，
而設計及選料亦以舒適為首要考慮。看！幼兒穿上整齊新校服，多

神氣！

  新學年伊始，不少家長也會忙著為子女張羅，林百欣中學曹達
明校長指升中家長要面對及處理的問題更多。今期教育專欄(頁9)，
曹校長便跟大家分享給孩子零用錢的心得，請勿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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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一帶一路‧廣西旅學團」
理論考察兼備 師生滿載而歸

  為讓仁濟師生由淺入深認識廣西在「一帶一路」政策中的規劃
發展，大會邀請了廣西師範大學研究生導師廖井丹教授，以「東盟

各國與一帶一路的關係及發展」為題，詳細講解廣西的地理優勢，

以及廣西在「一帶一路」中發揮著對接東盟為重點、互聯互通的重

要影響。此外，旅學團還實地考察憑祥「中國  東盟自由貿易
區」及中越邊境友誼關。羅陳楚思小學學生張天朗對中越友誼關可

以看見越南感到驚訝，他說︰「難怪廣西政府計劃以東盟國家為重

點，將廣西打造為面向東盟開放合作的新門戶！」

關注種族融和 認識廣西要地
  是次旅學團由專業導遊及資深導賞員介紹廣西的歷史背景及景
點資料，行程豐富多樣，包括參觀廣西民族博物館、南寧可口可樂

飲料有限公司；遊覽左江石林景區、崇左花山景區；到訪廣西民族

大學及八桂田園。「以往只能從新聞報道對少數民族和整個『一帶

一路』的構想略知一二，而這次旅學團讓我可以親身體驗其中。」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學生鮑曉東坦言難忘巧奪天工的花山岩畫和石

林。林百欣中學學生林嘉諾更言，此行促使他下定決心要學好普通

話，「如果不懂的話，便會像我一樣在廣西時『有口難言』！」而

董之英紀念中學學生刁德俊則期望日後可再次到訪廣西民族大學，

了解種族融和的課題。

仁濟「一帶一路‧廣西旅學團」於2016年6月下旬到廣西考察，在廣西民族博物館前拍照留念

  為鼓勵學生學習及親身體會「一帶一路」的國
家政策，仁濟醫院董事局繼2015年舉辦「一帶一
路  西安旅學團」後，再次資助院屬5間小學、6
間中學逾百名師生於2016年6月26日至29日遠赴廣
西，展開為期4日的「一帶一路  廣西旅學團」。
回港後，參與旅學團的學生不忘以生動趣味的手

法編寫報告或製作影片等，與校園師生分享學習成

果，深化旅學所得。

仁濟學生與身穿民族服的導賞員拍照留念

仁濟學生乘動車向廣西南寧進發

內地專家為仁濟師生講解廣西在「一帶一路」發

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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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九龍崇德社黃燕媛校長︰
幼兒保健 醫食同源

  仁濟醫院九龍崇德社幼稚園/幼兒中心黃燕媛校
長在仁濟服務已踏入第33個年頭，她曾是院屬永隆
幼稚園/幼兒中心的創校教師，更是仁濟九龍崇德社
幼稚園/幼兒中心的創校校長。

  黃校長指中醫會用「望、聞、問、切」四診方
法了解病者，再綜合考慮各種致病因素後作出診

治；同樣地，校長亦可用中醫學管理學校。或許因

為黃校長認同中醫與教育的管理哲學，多年間黃校

長除了考取有關學前教育學士學位之外，亦在行政

管理、特殊教育等範疇取得不同資歷。另外，她還

用了8年時間完成中醫學課程，2009年更取得中醫
學學士學位。

仁濟醫院九龍崇德社幼稚園/幼兒中心黃燕媛校長十分關注幼兒健康，每天也會到校園不同角落走走，
看看衛生狀況，安全隱患，以及觀察幼兒的情況

  別看留着一頭短髮的黃燕媛校長個子小小，她說起話來，中氣
十足，健談不倦。黃校長出身小康之家，家中有四個姊姊，她排行

第五，自小便喜歡跟四姊湊在一起，「四家姐早過我入行，也是從

事幼兒教育工作的，我入學前已跟她去幼稚園學習，加上我媽常說

做教師淳樸，而且工作穩定嘛。」黃校長在華英中學畢業後，便報

讀香港理工學院（理大前身）的全日制學前教育證書課程，並立志

投身幼兒教育工作，一做便是30多年。

黃燕媛校長主動邀請香港理工大學眼科視光學院

的師生到校，為幼兒提供免費視力檢查，希望及

早發現視力異常的幼兒，以便安排轉介及治療

進入校園前，消毒雙手及探測體溫已成為幼兒的

指定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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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適逢奧運年，仁濟12間院屬幼稚園/幼兒中心特意以
「奧運會」作為課程設計的題材，讓幼兒認識奧運會的由來、

標誌、運動競技項目等。2015/16年度院屬幼稚園/幼兒中心聯合
畢業典禮，亦以「奧運會」為主題，於6月20日在灣仔伊利沙伯
體育館舉行，並邀請了民政事務局許曉暉副局長主禮。畢業生表

演不同奧運項目，與在場900多名家長和嘉賓，分享數年來在音
樂、體育及美藝等各方面的學習成果。

  2015/16年度仁濟院屬中小學聯合畢業典禮於6月
28日在荃灣大會堂舉行。主禮嘉賓香港浸會大學錢大
康校長致詞時，以自己讀書時期遇上挫折和失敗而改

變一生的故事，來勉勵學生要學會接受、享受挫折和

失敗，從中磨練性格及強化處事能力。此外，錢教授

更鼓勵學生要認真地尋找「真愛」，他說自己碰壁和

尋覓多年，終於找到「真愛」  科學與研究，所以
當學生真的找到「真愛」，就必須抓緊，不要放手，

「Do What You Love and Love What You Do」。典
禮當天，大會除頒發畢業證書外，還頒發仁濟獎學

金、仁濟學生卓越表現獎，以獎學金形式表揚在學術

及非學術方面，獲得優良成績的學生。

仁濟幼園聯畢禮展現教學成果

浸大校長勉勵學生從挫敗中學習成長

明德幼園15周年校慶暨結業頒獎典禮
  2016年6月29日，仁濟醫院明德幼稚園舉行15周
年校慶暨結業頒獎典禮，邀請了勞工及福利局蕭偉強
副局長蒞臨主禮，而仁濟董事局成員、顧問局委員以
及明德一眾友好亦有到賀。典禮當天，除了頒發畢業
證書給應屆畢業生外，校方更頒發感謝狀，表揚一班
默默耕耘的教職員以及熱心服務學校的家長，感謝大
家一直對明德的支持和關顧。

  為推動創新發明教育，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及仁
濟醫院蔡衍濤小學合作於2016年9月22日及23日，為
全港小學教師舉辦「仁濟創意教育教師培訓課程」，

大會邀請了數多酷研習社創社社長曹宏威教授及香港

理工大學設計學系公共設計室主任邵健偉教授擔任導

師，講解創意發明思考培訓方法、發明品的成功要素

等，吸引來自不同小學的教師參與。

仁濟創意教育教師培訓課程

仁濟院屬幼稚園 /幼兒中心以「奧運齊參與 
『童』心顯激情」作為2015/16年度聯合畢業
典禮的主題，畢業生表演不同奧運項目展現學

習成果

香港浸會大學錢大康校長頒發畢業證書予仁濟院屬學校的

畢業生

明德學生表演

旗鼓、歌舞、

話劇等精彩節

目，與嘉賓、

家長及其他師

生歡度校慶

活
動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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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陳楚思小學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簡稱羅小）在1986
年創校，現正邁向30周年。學校以「五育並重展潛
能，兩文三語自信增；批判思維誠有責，家校携手

育公民」為使命，提供優質全人教育。歷年來，羅

小的學生在體育藝術、科學科技、朗誦辯論等各方

面，均有卓越表現，屢獲獎項及殊榮。

五育並重助學生發揮潛能

五育並重展潛能
  羅小著重學生在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設有逾70多
項課外活動及興趣小組，具特色的如︰中國舞及競技啦啦隊、花式跳繩

隊、情意電影教室及創意科技等等；透過多元的學習機會，讓學生發展

不同的潛能。此外，學校更舉辦各類校內及校外活動，如「楚思舞台至

叻kids」便是屯門區每年一度的幼界盛事；每年吸引逾30間幼稚園及幼
兒中心參加。

兩文三語自信增
  除了透過完善的課程規劃，為學生奠定穩固的語文基礎外，羅小更藉
著校園生活營造學習語境，例如︰普通話日及英語日，協助學生掌握兩文

三語。羅小每年均舉辦三次境外探訪交流活動，學生足跡遍及新西蘭、台

灣、新加坡、北京、上海、惠州、梅州等地；讓學生擴闊視野，從中增強

個人自理能力，學習與人相處之道，以及培養團隊協作精神等。

批判思維誠有責
  為了配合教育的發展趨勢，羅小除了在學校課程加入共通能力的
培訓外，更在常識科教授「思維十三式」，以提升學生的高階思維，

進而發展批判思維能力。同時，透過電子學習來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現時學校已在四、五年級的數學和常識科部分課堂，運用平板電腦進

行教學，至於一年級、二年級及六年級各科亦使用電子白板進行電子

學習，這不但能提高師生的互動，照顧學生的不同需要，更可促進教

學效能。

家校携手育公民
  羅小非常重視品德教育，透過多元化的德育活動、獎勵計劃、成立
制服團隊，協助學生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建立正向的價值觀及積極的

人生觀。學校每學年均設訓輔主題，透過不同的德育活動，例如：「好

學生獎勵計劃」、「親子愛心栽種」、「自律守規比賽」、「尋找天使

的足跡」等，培養學生守規、負責任、關愛及欣賞別人等良好品德。此

外，羅小定期舉辦家長講座及工作坊，而家長義工更協助學校推行校務

工作及推展教育活動，家校協作共同為教育學生而努力。

在曾嘉麗校長帶領下，羅小屢創佳績。圖為

羅小中國舞隊在第52屆學校舞蹈節中，榮獲
四項優等獎及一項編舞獎，以及全港團體總

季軍拍照留念

羅小鼓勵學生討論學習，加強溝通與協作，

有助發展高階思維

羅小致力培養學生閱讀興趣，奠定良好的語

文基礎

家長義工是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的強大後

盾。圖為家長協助學校舉行「開心水果日」

仁
濟
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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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小花式跳繩隊在香港花式跳繩大匯演2016，獲季軍及最佳
造型獎

制服團隊讓學生學習步操、群體生活及生活技能外，更能體

會關愛精神

學校檔案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YCH Law Chan Chor Si Primary School 
創校年份︰1986 辦學團體︰仁濟醫院

學校類別︰資助全日男女校 校監︰蘇陳偉香女士BBS
校長︰曾嘉麗女士 地址︰新界屯門湖景路29號 
電話︰2441 3366 傳真︰2404 0289
電郵︰office@lccs.edu.hk 網頁︰www.lccs.edu.hk

給孩子多少零用錢？
文︰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曹達明校長

  學生由小六升上中一，面對新學校，有
許多人和事要適應。同樣，升中家長要面對

及處理的問題也是同樣的多，我最常聽見的

一個升中問題，就是應該給孩子多少零用錢

才是合適？

  有些家長十分認真，除了徵詢親友的意
見外，他們會蒐集資料，去到學校附近了解

一般早餐及午膳費用，每部能到達學校的巴

士票價等等，再預留零用錢等等，總之就費

盡心思。有些家長或會採取完全信任的策

略，孩子需要多少就會給多少，不需煩惱！ 

  當年我的孩子升中時，我太太也同樣問
我：「應該給多少零用錢？」我曾經試過去

計算，但我發覺有好多問題，例如孩子可以

搭哪一路線的巴士返學？最貴多少錢？最平

多少錢？午膳又大約多少錢？最後我想，最

佳的方法不是由我去計，而是應該由孩子自

己去計算，因最清楚需要的，正正就是他們

自己。所以，我向孩子提出一個想法，就是

由他們提供建議給我和媽媽考慮。他們開始

蒐集資料，並逐一向我們講解和分析，哪條

路線返學最快，但價錢會貴些，哪條路線較

慢，不過會便宜一點，大家經過討論和溝

通，最終達成大家都十分滿意的方案。

  我發覺我的孩子從中學懂了一些理財應
有的知識和態度，懂得量入為出，珍惜金

錢、更培養出儲蓄的習慣等。除此以外，更

有額外的收穫，平日都比較少與子女傾談金

錢運用的問題，藉著這次機會大大促進了我

與子女的溝通。

  原來在日常生活中，有許多美好的機
會，讓我們培養孩子自我管理能力和促進親

子溝通，期望你不要輕易讓它溜走。

教
育
專
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