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話
　　農曆新年將至，家家戶戶也會趁機大掃除迎新年。仁濟院

屬蔡衍濤小學早前特別舉行「創意孩子活動日─椅子設計比

賽」，讓四至六年級學生透過活動發揮創意，利用顏料將舊椅子

翻新，創作一張張獨一無二的椅子，更為校園添上新氣象。看！

小妮子坐在色彩繽紛、重新創作的環保椅上，其樂融融。

　　仁濟院屬友愛、永隆、林李婉冰及方江輝幼稚園 /幼兒中
心，均設有「快樂小蜜蜂隊」，每年聯校亦會舉辦「千蜂同樂

日」─「快樂小蜜蜂」新隊員宣誓典禮暨親子活動，精彩片段

請翻看頁6。

仁濟醫院董事局教育部
地址︰新界荃灣仁濟街7至11號仁濟醫院C座10樓
電話︰2416 8821
傳真︰2409 2123
電郵︰education@yanchai.org.hk
網址︰www.yanchai.org.hk/edu.php
承印及設計︰高科技印刷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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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接待大使 拓學生視野
　　「外國隊的參賽者都是小學生，且年紀較少，故我們相處也很容

易。但另一方面，我需要以英語與他們溝通，這對我來說是一個考驗。是

次接待為我累積了不少經驗。」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中四 鄒 琳

　　「我的工作主要是接待外國隊來港參加比賽和各項交流活動。平

日我可以應用英語和別人溝通的機會不多，所以我很珍惜這次機會，

利用平常學習得來的英文和接待知識，做個稱職的接待大使。」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中四 關穎瞳

　　「在這次發明大賽中，我有幸能見識到外國小學生的發明品，實

在是十分開心，因為我從中向他們學習到原來不少日常生活中的事

物，都可以透過科技，使我們的生活更便利。」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中二 郭俊龍

　　「有機會觀賞到這群外國小學生的創意，實在使我大開眼界。想

不到他們年紀輕輕已在科學或科技上掌握不少知識，甚至比我所認識

的還要多。我也要多加用功，充實科學或科技方面的知識。」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中二 郭銘恩

　　比賽前夕，來港參賽的印尼隊、馬來西亞隊、泰國隊分別到訪仁濟院

屬董之英紀念中學、靚次伯紀念中學及蔡洐濤小學，與仁濟師生進行學術

文化交流活動。其後，他們前往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了解本地創意發明

教學概況及欣賞仁濟學生英詩獨誦，而外國隊師生更表演當地民族歌舞以

及分享他們的參賽發明品等。

　　總決賽暨展覽當天，外國隊齊集仁濟醫院第二中學，與本地小學參賽

者比試，互相欣賞發明品及觀摩創作等。同日下午，修讀旅遊與款待科

的仁濟學生則帶領外國隊師生遊覽香港名勝。仁濟師生除了一盡地主之誼

外，更與外國隊師生及領隊互相認識，彼此成為朋友。

仁
濟
熱
話

修讀旅遊與款待科的院屬林百欣中學學生擔任
接待大使，帶領泰國師生遊覽尖沙咀名勝

泰國隊參觀院屬蔡衍濤小學的小園地，與仁濟
學生一同收割蔬菜

仁濟發明賽建國際交流平台

創新發明大賽為本港學生與來自不同國家/地區的學生提供學習交流平台

　　仁濟聯校合辦的香港國際學生

創新發明大賽是學界一年一度盛

事。「第四屆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

明大賽」已於2016年12月17日圓
滿舉行，逾百參賽者來自59間本地
及不同國家 /地區學校，參賽作品
逾200件，均是歷屆之冠。當天頒
發了多個獎項，包括初小及高小組

的金獎；各組個人創新發明大獎、

全場最高分之隊制發明品及全場最

高分作品等。同場，來自印尼、澳

門、台灣及泰國的領隊，更即場頒

發「國際特別獎」，場面熱鬧。

印尼隊師生在院屬董之英紀念中學的創藝大道
廠景體驗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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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Loey聯校女子排球友誼賽
　　由藝人鄧麗欣（Stephy）帶領的女子排球
隊「Loey」與仁濟合辦「仁濟×Loey聯校女
子排球友誼賽」，並於2016年11月7日假荃灣
楊屋道體育館排球場舉行。

　　當天仁濟屬下5間中學學生與舊生參與活
動，更邀請了多名舊生組成仁濟隊參與球賽。

排球友誼賽雙方共進行三個回合，採三局兩勝

制，仁濟最後以二比一獲勝。 

仁濟聯校DSE講座
助學生備戰公開試

　　2016年10月15日及11月26日，仁濟邀請了資深導
師及補習名師，指導院屬學生溫習及應考中學文憑試4
個核心科目（中、英、數及通識教育）。

　　此外，11月26日同日下午，仁濟更聯同遵理學校
舉辦「仁濟聯校DSE英語口試工作坊」，以促進院屬中
學師生交流，並改善學生英文成績。工作坊內容包括英

語口試講座及模擬試練習，由遵理導師及院屬中學英文

科教師擔任主考官，即場給予學生分數及意見，以助學

生於公開試考獲更理想成績。

第19屆德育及公民教育
獎勵計劃頒獎典禮

　　為協助全港學校推動德育教育及公民

教育，加強學生之品格薰陶與公民意識，

仁濟與教育局並肩推行德育及公民教育獎

勵計劃已第19年。
　　應屆共收到125份計劃書，有11間幼
稚園、32間小學，以及18間中學，合共
61個計劃書入選獲得獎勵，每項計劃獲
獎金5000元。大會除了頒發獎項外，更
邀請了部分獲獎學校即場分享獲獎計劃。

仁濟教師專業培訓與時並進
　　仁濟一向重視教師專業培訓，每年也會舉行聯校

教師培訓活動。院屬幼稚園/幼兒中心於2016年11月
26日舉行教育研討會及聯校培訓工作坊，以「校園
安全教育」為主題，邀請不同界別的專家，講解教育

界常見的法律問題及傳媒應對方法等。而院屬中小學

則於12月1日，以「敢想‧敢做 創新STEM教育」為
教育研討會主題，邀請創科專家介紹STEM教育發展
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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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趙曾學韞小學
自理課訓練學生紀律生活技能

仁
濟
學
校

　　為了協助剛剛升小的學生學會照顧自己及適應校園

生活，趙小在2014/15年度銳意在一年級常識科加插自
理能力的教學內容，而在2015/16年度，更推展至二年
級，目標為︰

• 訓練學生掌握及運用自我照顧的知識和技能，以保持
良好的儀容

• 提升學生獨立及自我照顧的能力
• 培養學生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和態度
• 讓學生能夠在生活中運用自理知識幫助自己及他人

教學配合成長發展
　　自理課的內容看似簡單，其實與學生的成長發展是

息息相關，例如一年級會學習扣鈕釦、摺衣服、扭毛巾、

剪刀運用；二年級學習掃地、清洗食具等家務。教師會根

據學生在課堂的實際表現，記錄在「學生訓練和評估紀錄

表」內。別看學生年紀輕輕，他們都非常認真和投入學習

過程，完成每樣技能訓練也讓他們樂上好一陣子。而負責

教師亦表示，在安全及合理的範圍內讓學生實踐自主，學

會照顧自己，有助建立其信心和責任感。

　　除了課堂學習及實習外，學校會將「學生訓練和評

估紀錄表」派發予家長，讓家長了解學生的自理能力表

現，校方亦請家長在家填寫評估表，希望透過家長的推

動和讚賞，強化學生自理的動力，讓學習成果能夠持

續。家長也非常認同課程的推行，亦欣賞孩子回家也會

主動協助做家務呢！

清潔班房，你我有責

學生會自己清洗食具

　　現今的孩子是家長的寵兒和

中心，但過份照顧，每每讓他們

變得依賴，什麼事也不會或不願

意去嘗試去做。仁濟醫院趙曾學

韞小學（簡稱趙小）的教學團隊

於2013年前往新加坡交流，發
覺當地小學設有自理課，教導學

生很多平日生活的技能，非常奏

效。於是，趙小決定設計校本自

理課程，並透過服務學習、制服

團體及義工活動等，加強培訓學

生紀律、生活技能及服務精神。

讓學生在成長過程中，學習自我照顧是十分重要，故仁濟醫院
趙曾學韞小學特意在初小設校本自理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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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YCH Chiu Tsang Hok Wan Primary School
創校年份：1989 辦學團體：仁濟醫院

學校類別：資助全日男女校 校監：趙曾學韞教授BBS太平紳士
校長：彭紹良先生 地址：新界青衣邨第二期

電話：2433 1788 傳真：2435 7023
電郵：info@ychcthwps.edu.hk 網頁：www.ychcthwps.edu.hk

學 校檔案

「一人一職」學習承擔
　　此外，趙小亦致力推動「服務學習」；讓學生透過

「服務」而獲得「學習」的果效，提升學生的責任感及

承擔精神。

一人一職︰每名學生也會按能力及意願，在班內、校內

擔任不同職務，貢獻自己，服務同學，例如：學科服務

生：中文、英文、數學、常識、視藝、音樂、體育科

長；班房服務生：行長、班長、值日生；校園服務生：

風紀、IT大使、活動服務生、圖書館管理員、關愛小天
使等。

義工培訓︰學期初招募學校義工，主要是四至六年級學

生，在接受社工的訓練後，便會擬定服務的對象及項

目，為不同院舍/機構提供探訪及關懷服務。另外，學校
每年都會參與仁濟醫院的步行籌款及賣旗活動，讓學生

參與義務工作及實踐關愛。

制服團體︰學校設有制服團體如幼童軍，讓學生接受步

操訓練，學習新技能，以及參與服務如維持秩序，控制

人流等，以提升學生的責任感及承擔精神。

趙小舞蹈組為仁濟步行籌款演出

幼童軍站崗也是服務學習的機會

教
育
專
欄

文︰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邱少雄校長

　　現今社會，許多人都會使用 f a c e b o o k、
WhatsApp、Instagram等社交媒體工具，對於青
少年來說，更是不可或缺。許多家長向我們老師反

映，子女太沉迷於這些社交媒體的活動，只是顧著

與網絡上的朋友聯繫，反而令他們與子女之間的溝

通時間減少，窒礙互相了解。有些家長更言，沒有

機會與子女面對面傾談，只可以透過社交媒體工具

與子女溝通，甚至要從facebook才知道子女的動
向。為了更加了解子女的情況，他們會千方百計去

查看子女的社交媒體內容，而往往會令雙方關係轉

差，令子女覺得受到侵犯。

　　2016年有團體進行了「社交媒體使用與家庭功
能關係」問卷調查，訪問小三至中六學生及家長，

調查結果顯示，近38%受訪者自覺長期使用社交媒
體，減少與家人直接交談時間；20%受訪者與家人
在家時；會各自使用社交媒體與他人聯繫；36%
認為長期使用社交媒體，會為人際關係帶來負面影

響，情況令人憂慮。

　　社交媒體其實是一個很有效的溝通工具，而網

上活動亦是有一定的需要。但「水能載舟、亦能覆

舟」，為免影響家庭和諧，增強家長與子女的溝

通，我有下列的一些建議︰

1) 鼓勵子女多利用面對面的傾談方式，互相溝
通；群體的活動和溝通，對學生的身心發展及

社交是十分重要。

2) 學生都善於使用數碼工具，家長可要求子女教
你如何使用他們最喜歡的社交媒體工具，並與

他們討論及溝通，對了解子女的網上行為，是

一個好辦法。

3) 要經常提醒子女有關網上安全問題。要知道，
隨著子女的成長，他們亦會逐步開始獨立的網

上活動，這是不可避免的。讓他們知道網上行

為的潛在危險，特別是小學生，不要在沒有家

長同意的前提下提供自己的電話號碼、地址或

其他重要資訊。

4) 時刻提醒子女，網上行為與現實世界一樣，是
需要承擔責任的。不要以為用匿名或隱藏身分

便可逃避責任，我們留下的數碼足跡是不能輕

易消除。應建立一種正面網上聲譽，鼓勵子女

在網上社區展現尊重和正面溝通，不要進行網

上欺凌或詐騙等不當行為，做個負責任的數碼

公民和社交媒體使用者。

　　家長是子女最重要的模範，家長應用社交媒體

的態度和行為，都會影響子女的態度和行為。若能

給予子女適當引導和監察，必能減少磨擦，增進彼

此溝通和關係，適當應用社交媒體，絕對有助家長

與子女之間的溝通。

社交媒體與子女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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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參加由香港學界體育聯

會舉辦的2016-2017年度足球比賽，連續十四年勇奪
沙西區（男甲乙組）冠軍。

院屬董之英中學足球締十四連霸

　　第六十八屆學校朗誦節中，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

學囊括多個獎項，包括︰一年級黃思遠同學榮獲粵語

獨誦冠軍；三、四年級粵語集誦隊榮獲粵語集誦冠

軍；一至三年級英文集誦隊則獲英文集誦亞軍等。

羅陳楚思小學朗誦節大豐收

　　仁濟醫院董伯英幼稚園/幼兒中心的K3舞蹈組
以「笙歌焱焱夢飛揚」，分別參加第三十七屆沙田

區舞蹈比賽及荃灣區舞蹈大賽2016-2017，均獲幼
童組金獎殊榮。

院屬董伯英幼園奪舞蹈金獎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

學的耀星啦啦隊參加了

由西貢區議會主辦及由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協辦

之「西貢區啦啦隊擂台

大比拼2016」，勇奪冠軍
的佳績，並將於2017年3月

19日代表西貢區參加「第六屆
全港運動會─十八區啦啦隊大賽」。此外，四年級

李藝怡同學在全港空手道青少年大賽（8-9歲組）勇奪
冠軍。

耀星啦啦隊代表西貢區出賽

　　仁濟醫院嚴徐玉珊幼稚

園音樂組於荃灣區舞蹈大賽

2016-2017中，榮獲幼童
組金獎及卓越服裝獎。

　　朗誦組陳子祺同學分別

於2016-2017屯門及天水圍
普通話朗誦比賽及第六十八屆

香港朗誦節中奪得幼兒組冠軍及

甲級獎。

　　在2016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中，學
校更囊括多個獎項，包括︰王思然同學榮獲幼童中級

組金獎；陳子祺及吳睿哲同學則分別榮獲幼童高級組

金獎。

　　第四屆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賽中，仁濟醫院

羅陳楚思小學蔡曦弘同學憑其發明「智能門鈴」，榮

獲（高小組）金獎。優秀創新發明學校大獎由仁濟醫

院蔡衍濤小學奪得，而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譚栩盈老

師及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王浩偉老師，均獲傑出創

新發明指導老師大獎。

仁濟屬校發明賽屢獲殊榮

院屬嚴徐玉珊幼園能歌善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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