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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這麼近 那麼遠」可以貼切地

用來形容網課期間，老師和學生、同學與

同學之間的相處模式。老師的教導雖然歷歷在耳，卻又若有所失；朋友們的

笑顏雖然近在咫尺，卻好像失去了感染力。非常態的學習生活讓我們泛起想

念和懂得珍惜，我們想念歡樂的校園生活，也感悟到人與人相處的可貴。

  終於恢復面授課堂了！校園又再次響起歡聲笑語。看着學生笑得燦爛的

臉龐，總令老師們更想為他們多做點甚麼。

  除了多采多姿的常規課堂學習活動外，中文科特邀專家入課為一至三年級學生進行陀螺工作坊，讓同學們不僅體驗

了玩陀螺的趣味，更加深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英文科的閱讀月也如火如荼地開展了，一系列的英文閱讀活動，

讓學生得以從閱讀中學習；數學科就在小一開展了有趣的數學繪本閱

讀，利用繪本故事閱讀結合實作活動，讓一年級學生體會到學習數學

的趣味性；而常識科和STEM小組繼續與張明添中學合作開展優質教

育基金計劃—「小小科藝創建師之『紙想歷史』」，「紙想歷史」

融合了中英數常視藝元素，是個鍛煉學生思維和動手能力的STREAM

計劃；而電腦科則參與了「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計劃，將運算思維

教育CoolThink課程納入四至六年級的電腦課，致力培養學生的運算思

維，啟發學生的數碼創意；另外，「賽馬會家校童喜動計劃」、「賽

馬會校園靜觀計劃」、「幸福滿校園生日會」等活動都是學生身心均

衡健康發展的助力。

  面對未來，我和老師們都衷心希望孩子們能以正向的人生觀，健

全的體魄，靈活變通的處事方法從容應對，把成長的道路走成花路。

祝願羅裕積小學所有的孩子都能健康成長，幸福滿溢。

王潔明校長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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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
同行  共創美好」



校本「小小科藝創建師」
跨科活動—「紙」想歷史

「小小科藝創建

師之『紙想歷

史』」活動融合

了中英數常視藝元素，配合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的優質教育

基金主題網絡計劃，是一個為學生提供鍛煉思維和動手製作

的STREAM跨課程活動。計劃於四年級推行，是一個以人本
精神、科藝素養和創業家思維而設計的概念。

由於受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影
響，許多國家頒布了旅行限制，

旅遊業受到了嚴重影響，故同學

為香港旅遊業出一分力，為欲外

出旅客提供解決方法。

學生先重溫步移法的特點，

再配以圖書介紹香港的古舊

建築，然後利用VR導覽了
解油麻地戲院、果欄及油麻

地天后廟的歷史建築特色，

最後製作《油麻地古蹟遊》

活動單張。

學生運用四則運算及面積的概念，利用圖

形拼砌方式設計及製作VR眼鏡盒，並計
算耗材。

簡介：

教學情境：
中文科：油麻地古蹟遊

數學科：製作 VR 眼鏡盒摺紙圖樣

我們都是小小科藝創建師

長方體摺紙圖樣有多少個組合呢？ VR 眼鏡盒的摺紙圖案完成

老師，360 全景照片真有趣啊！
我要向大家匯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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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利用電子地圖，繪畫景點路線圖，然後動手製作紙

卡VR眼鏡。

學生透過認識旗袍及清

朝服飾的轉變，了解中

國與本地文化的關係，

然後運用不同的色彩效

果及簡單的線條設計，

美化VR眼鏡盒。

學生運用英語會話扮演導遊介紹VR眼鏡功
能及VR Tour的內容（油麻地歷史建築及景
點），以吸引旅客使用。

常識科：製作 VR 眼鏡

英文科：扮演導遊介紹本區歷史建築

視覺藝術科：美化 VR 眼鏡

材料放整齊，製作會更順利
利用電子地圖繪製路線圖，我做得到！

VR 眼鏡初型好得意啊！

看！富有中國風的 VR 眼鏡盒

Join our Virtual Hong Kong Tour now!

Poster making in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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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 Reading and Writing (PLP R/W) aims to 
develop students’ literacy skills through authentic and fun learning activities. 
Here are some of the fun moments and good work! 

Our students enjoyed another fruitful school year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our fun-filled activities. Let’s take a look 
at some of their most memorable moments! 

English Activities

Our English drama team performed the play ‘The Breathtaking Sea’ 
at the HK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21/22. It depicts the story of 
Jayden, a little boy who has little awareness of how his lifestyle harms 
nature. During his staycation at the beach, he accidentally enters the 
underwater world. His life turns upside down when he meets Baby Shark 
and learns about the disastrous impacts humans bring to the ocean. 

The play was performed online in the form of reader’s theatre. Our five 
team members practised hard amid the Covid-19 outbreak, and their 
hard work brought them four awards in the Drama Festival, including:

Award for Outstanding Script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2B Tang Yin Fai; 4B Hung Lai Ip Lisa)

Award for Outstanding Audio-visual Effects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Congratulations on their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English Drama

PLP R/W Programmes

The Hottest News from        the English Panel

Look at 
my recipe!

P.1 Grandma and the Birthday Cake

P.2 A   Tale of Two Turtles

We love 
making c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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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tudents joined the 
festivities and had great 
fun singing spooky songs 
and dressing up in scary 
costumes on Halloween. 
They enjoyed sending their 
Christmas wishes to Santa 
Claus at Christmas too! 

Festival Activities

The Hottest News from        the English Panel

P.2 A   Tale of Two Turtles P.3 Cool Kids
Do you like 
our postcards?

We are the editors 
of these magazines!

Trick or
treat?

Halloween Fun

A Letter to Santa
What’s your
Christmas w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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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活 動 剪
CoolThink@JC計劃

STEM課堂活動

學生能動手動腦愉快學習

輕鬆學習 APP INVENTOR 程式同學認真學習 Scratch 編程

動動手，做實驗，齊來進行水的探究

課堂活動多元化，喜愛學習我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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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旗隊員精神抖擻，為升旗儀式做足準備

聖誕聯歡大抽獎，同學們滿載而歸

幸福滿校園生日會，祝大家生日快樂

學生進行陀螺工作坊，齊來認識中國的傳統玩意

敬師日活動，同學向校長和老師送上心意卡

同學們熱愛學習，值得嘉許

武術校隊威風凛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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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小組名單：
顧  問：王潔明校長
編輯組：吳婉華主任、黃紫欣主任、蘇晉傑署理主任、梁寶玲老師、陳雅芬老師、陳海英老師

GAPSK中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口語評估）

成績 獲獎者
一等獎 5B 駱明浩

二等獎
6B 梁錫昆 5B 陳夢曉 5B 符景堯 5B 林子桐
4B 陳祐鍚 2E 鍾駿熹

三等獎

6B 徐佩瑜 6B 吳卓謙 6D 李珮琪 5B 戴驛驊
5B 梁家豪 5B 勞振翔 5A 馮煒恒 5C 梁芙菲
4B 吳卓熙 4D 蔡紫晴 4B 孔君澤 3B 胡皓庭
3B 林學諭 3D 張恩榤 2A 李思澄
2E 陳堯俊 2E 莊思源 2E 李東羲

成績 獲獎者
銀獎 5B 駱明浩

銅獎
6B 吳卓謙 6D 李珮琪 5B 陳夢曉 4B 吳卓熙
4D 蔡紫晴 3A 林光達 2E 鍾駿熹

項目 成績及獲獎者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6B 梁錫昆
季軍 6A 劉雪瑩
優良5人 

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4B 吳卓熙
優良16人 良好11人

英文詩詞獨誦 優良23人 良好1人

項目 成績及獲獎者
柳琴獨奏（中級組） 冠軍 6B 黃紫晴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第三名 5D 王美羽

聲樂獨唱—
外文歌曲—10歲或以下 第三名 5B 陳宥寧

金獎 1人
銀獎 12人
銅獎 11人

成績 獲獎者
本校獲得傑出劇本獎及傑出影音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5B 林子桐 5D 梁頌邦
4B 洪麗燁 2B 鄧彥輝
4B 張凱軒

傑出演員獎 4B 洪麗燁 2B 鄧彥輝

成績 獲獎者
二等獎 3C 程晴

比賽場次 賽事 成績及獲獎者

第六關
「小學組—八法五步」

亞軍 6B 林子深
季軍 5A 吳宇晴

「小學組—英雄少年武術操」
冠軍 5D 何抒函
季軍 3C 李茵玥

我們的驕傲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預選賽2022（香港賽區）

2021/22年度東華三院
小學聯校武術比賽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戲劇節2021/22

首屆金紫荊盃全港兒童繪畫大賽

「香港太極青年慈善杯闖關賽」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成績 獲獎者
卓越一級 2E 莊思源

卓越二級
5B 劉展宏 5B 梁家豪 5B 曾科霖 4B 張凱軒
4B 謝焱垣 3B 胡皓庭 1B 靳嘉欣

熟練一級 2C 梁梓晴

Drama Team

6B 黃紫晴

武術比賽成績驕人

比賽項目 成績 校隊成員

集體項目：
英雄少年武術操

冠軍

6B 林子深 5A 吳宇晴
5B 黃曦然 5D 何抒函
3B 黃燦陽 3C 何昕潁
3C 李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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