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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伴讀大使

王校長頒發獎狀給成績優異的同學

    學校近年積極推行「和諧校園」關

愛活動，安排和諧大使在早會分享及宣

傳，並設立關愛電台午間點播時段，培

養學生關愛他人的精神。此外，學校不

同的科組亦透過多元化的服務活動協助

低年級同學，如愛心小天使、大哥哥大

姐姐伴讀計劃、英語伴讀大使等，發揮

關愛精神。在學校不同角落裏，每每看

到大哥哥大姐姐溫柔地協助學弟學妹，

甚或平常性格較粗豪的大哥哥輕聲地教

幼小時的情景更教人難忘呢！

    轉瞬間，踏入羅裕積大家庭已接近八年。尤記得在零七年九月時，由東華三院屬校調任至本校

當副校長的我，對學校的教育信念「三多一少」，即「多讚賞、多鼓勵、多包容、少責備」十分認

同。時至今日，老師們致力營造「三多一少」的學習環境外，學生亦熟悉此教育信念，使本人更覺

欣喜。

愛心小天使

校長在運動埸上大顯身手

以下與大家分享一個植根於校園的「關愛」小片段：

    在十一月上旬某一天的小息，有一位六年級風紀

姐姐因身體不適坐在校務處的椅子上等候家長接回家

時，有兩名一年級的女同學經過，當她們看見這位大

姐姐時，便上前慰問：「你有沒有事呀？」、「要不

要飲水呀？」，大姐姐聽到此窩心的問候，頓時感動

非常。而這溫馨關愛的場面也一直留在我的腦海中，

至今仍歷歷在目。

 

    我深信生命能影響生命，期望「關愛」文化不但

在校園植根，開花結果，更希望這碩果纍纍的一幕更

能延展至家庭，以至整個社會。

王潔明署理校長
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八日

校長與同學們在親子旅行
中打成一片

校長與同學們於小息時合照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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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光陰似箭，本學期即將結束了。本人很榮幸能夠成為家長教師會的一員。

加入家長教師會使我更瞭解到學校的教學理念和發展方向，與此同時，亦透過本會認識

到不少家長，建立良好的友誼，雖然家長教師會工作繁多，但也樂在其中。

       本人衷心感謝各位家長義工不辭勞苦地為學校服務，如協助學校進行不同類型的活

動，例如：興趣班的收費、家長學堂、回收及派發冬夏季的舊校服、小一及小二學生全

方位學習日、家長資源庫等等。

       回顧這一年，家長教師會舉辦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活動，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今年一

月中舉辦的親子旅行，是次活動，深受家長及學生們的歡迎，參加人數超過六百人。這

次活動不但讓學生學習到課外知識，更讓家長與老師有機會了解學生在家中和學校的表

現，建立一個良好的溝通機會及促進了親子關係。

    最後，本人再次感謝各位家長在過去一年來對本會的鼎力支持，希望來年有更多

家長踴躍加入家長教師會及家長義工隊伍，大家共同為學校、為教育獻出一分力。謝

謝各位！

家長教師會主席
陳艷萍女士

陳艷萍主席與女兒合照

家長教師會

主席的話

徐瑛瑛姑娘
    家長教師會一直努力促進學校與家庭的緊密聯繫及溝通，我們透

過親子旅行日、funfun小田園、家長義工書法班、家長資源庫、家長

學堂等，使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能相輔相成，學生能充份發揮潛能，

長大後能建立一個豐盛及有意義的人生。

    家長學堂(一)「精叻爸媽必殺技    培養聰明有智慧的好孩

子」，由著名講員余德淳先生以生活故事引入，裝備家長一些最新的

心理輔導理論及技巧。講座內容充實，能有效地提升子女的逆境智能

(Adversity  Quotient) 。家長學堂活動得以順利完成，實感謝本校的家

長義工團隊及本區幼稚園的鼎力支持，更重要的是大家在百忙中抽空

出席，我們獻上萬二分的謝意。

家長教師會活動

余德淳先生以輕鬆的手法帶出演講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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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毅
責任感

國民身份
認同

承擔
精神

誠信

關愛尊重
他人

東華三院文化承傳人

個人成長及
健康生活

家庭生活

學校生活

社交生活

社會及國家生活       本校各級德育

課內容涉及不同的

生活範疇，當中包

括個人、家庭、社

會及世界等，讓學

生能從多角度培養

不同的價值觀。

吳婉華老師

校本德育課程發展

    本年度德育課以主題

形式推行，將德育課、

周會、成長課及東華三

院德育課程有系統地連

繫，期望能更有效地引

領學生學習如何解決生

活上所面對的挑戰。

低年級周會

       創院百多年的東華三院是一間歷史悠久、慈善服務多元

化的機構，不少本地歷史研究學者更認為，東華三院的歷史

是香港社會發展歷史的重要部分。有見及此，本校借助東華

三院以「仁愛」為核心價值觀的行善歷史，開展「東華三院

德育課程」。此課程採用主題形式，與全校的德育發展項目

互相配合，當中更包括多項學習經歷，如東華三院文化承傳

人課程、東華三院歷史故事演說比賽、「源與流」閱讀報告

比賽、社區服務學習……期望學生認識東華三院的三大服務

範疇    教育、醫療、社服外，亦能承傳東華精神，建立積

極正面人生，回饋社會，以生命影響生命。

小一德育課堂活動

東華三院歷史故事演說比賽
東華三院文物館ー數碼

歷史文化遊蹤比賽

德育
主題

東華孩子

展望將來 積極向上

愛的體驗放眼世界

東華三院
德育課程

德育課

成長課 周會

 開平新會考察之旅 

德育課程教材

油麻地天后廟實地考察

       為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

觀及態度，本校於2012年

開始，分階段推行校本德育

課。本校期望透過課堂推行

德育課，能讓學生擁有全面

而均衡的學習經歷，以面對

生活上的不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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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寫作班
    為了提升對資優學生的照顧層面，加強他們的創造力及高層次思

維能力，特為小五學生開設資優寫作創意班。老師設計了不同的學

習重點和內容，並結合兒童文學及中國文學，藉以擴闊學生的閱讀

經驗，以及提高他們對寫作的興趣。此外，教師亦營造開放的學習環

境，引導學生自評、與同儕討論，互相切磋觀摩，提升他們的創造力

及評鑑能力。

由學生作主導，帶領同學討論

透過小組討論及個別面談，讓同學為
升中作出更佳的準備

同學們進行小肌肉能力訓練遊戲

透過理論及教師示範等，學生
更易掌握演說的技巧

資優演說班（高組）
      本校挑選具潛質的小四學生參加高級組資優演說班，主要教授朗讀、說故事

及新聞主播的技巧，透過理論介紹、教師示範、小組實習活動及比賽，提升學生

的口語及表演能力。演說班以小組教學為主，上課氣氛輕鬆活

潑，學生亦樂於學習，表現積極投入。

領袖才能訓練班
    為了培養服務生的領袖才能，讓他們對服務崗位產生歸屬感，從而提升他們

的自尊感及成就感，本校為小四學生開設領袖才能訓練班。透過熱身運動遊戲，

同學們從體驗活動中認識自我，以及與人合作的應有態度。此外，老師進一步設

計了不同的人際溝通解難比賽，教同學明白在參與及組織群體活動時，必須協調

個人及組員的能力，並共同運用各自的強項，以求達致目標，從中鍛鍊他們的人

際管理技巧及發揮領袖才能。 老師向服務生講解合作的重要性

升中英文面試班
    為裝備學生面對小六即將來臨的中學面試，本校特為小五學生準備

英文面試課。目的是為了訓練學生有自信及熟練地表達自己，並提高判

斷和分析能力及領導能力。通過老師的引導和與學生的對答，使學生掌

握英語面試之技巧、一般面試所觸及之內容和範圍；希望學生通過累積

實際面試經驗，能在正式的升中英語面試中獲得較佳的成績。

感官學習大挑戰
    感官學習大挑戰是希望能透過本學年的興趣小組活動，滲入感覺統合

概念及照顧個別差異的理念，為小二學生提供另類的體驗學習機會，包括

發展其大小肌肉能力、視覺空間能力、動作策劃、專注力、自理能力及其

他學習能力等，務求提升學生的學習果效。

資優演說班（低組）
    語言是人類表達情感和溝通思想最直接的方法之一，也是一切學習的基礎。

語言能力強，對學習的感受力及理解力，就強且快。因此，有必要對資優學生開

展說話訓練。

    本校特為小一、二年級資優生開設資優演說班低組，致力透過說話教學，使

學生養成聆聽的習慣和禮貌，訓練學生說得清楚，說得自然，說得有條理，說得

有技巧、有感情，進而日後能說得有趣味性與說服力。

    導師設計課程方面尤重視趣味性、生活性、互動性，亦不時於教學中滲入中

國語文的教學內容，旨在透過多樣化的教學活動讓學生享受表達的樂趣。

發展多元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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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學習

校外交流活動及表演

聖誕聯歡會

校 園 生 活 點 滴

舞蹈組同學於「亞裔藝釆 2014」中表演

同學到東華三院文物館及東華義莊參觀

六年級同學參觀毒品調查科
「60 周年展覽」

一年級同學到香港動植物公園參觀

全方位學習日—學校旅行

一、二年級學生到佐敦谷公園
進行集體活動

三、四年級學生到大埔海濱公園
作戶外學習

五、六年級學生到清水灣
郊野公園野餐及放風箏

五、六年級學生及公益少年團隊員到
清水灣郊野公園作清潔活動

同學們於「中電環保節能機構嘉許計劃 2014」中表演

扮演聖誕老人的同
學到課室派禮物

大家齊唱聖誕歌魔術師 Magic Anson 為
一至三年級學生表演

同學在課室進行聖誕慶聯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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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活動

校 園 生 活 點 滴
五年級教育營—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本校幼童軍 ( 九龍第 131 旅 ) 宣誓禮 同學參與「中電綠色教育活動」

數學科─小一同學到
超市購物，在真實的環境
中進行買賣活動

英文科─ HALLOWEEN 學習活動

其他活動

同學為進餐前作出準備

同學一起認真地晨操
同學進行呼拉圈大比拼

同學在美式桌球檯上展英姿

同學於分組合作活動中盡顯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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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英語基礎考試（第三級）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 (Flyers Level)

獎項 獲獎者

15盾（滿分）
6B陳琳琳、6B朱文茵、6B方舜潔、6B江彥霖、
6C韋思路

14盾（優良） 6B林達炘、6B盧凱瑩、6C林曦妍

13盾 6B張浠珧、6B莊德盈、6B李綺韻、6B龐  藝

12盾 6C李彩詩

經過老師的悉心教導及同學們的辛勤努力，在「劍橋英語試」中取得理想
的成績 !

第六屆「SUPER 24」邀請賽

成績 獲獎者

三等獎 5B顏  鈺

第五屆魔力橋（Rummikub）邀請賽

成績 獲獎者

個人賽優異獎 6B林達炘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成績 獲獎者

銅獎 4B黃茲政、4B司徒穎斌、4B朱芳延

優異獎 4C陳浚浲、5B陳心朗、5B陳彥樺、5B徐俊輝、
5B梁曉陽

同學們於「第五屆魔力橋（Rummikub）邀請賽」中取得好成績

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舞蹈名稱 組別 類別 獎項

為善最樂 高級組 中國舞(群舞) 優等獎及編舞獎

新年禮物 低級組 中國舞(群舞) 優等獎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者/得獎數目

教堂音樂    中文歌曲
小學合唱隊

優良 1 

鋼琴獨奏（一級）

亞軍 2A蔡詠妍

季軍 2A蔡詠琳、2E黎卓琳

良好 1

鋼琴獨奏（二級） 優良 4

鋼琴獨奏（三級）

亞軍 5B黃諾賢

優良 1

良好 2 

鋼琴獨奏（五級） 良好 1

木笛二重奏
優良 1 

良好 4 

木笛獨奏 良好 5 

古箏獨奏 良好 3

5B 黃諾賢、2A 蔡詠琳、2E 黎卓琳、2A 蔡詠妍分別於「鋼琴獨奏」
取得佳績

同學於「粵語詩詞集誦」取得季軍

同學們於「普通話詩詞集誦」取得季軍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者／得獎數目

普通話獨誦

冠軍 1D徐欣玥

季軍 5B徐俊輝

優異 25

良好 6

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31

良好 19

英詩獨誦
優良 39

良好 5

小五至小六男女子普通話詩詞集誦 季軍 1

小三至小四男女子粵語詩詞集誦 季軍 1

小四至小六男女子英語詩詞集誦 優良 1
1D 徐欣玥於「普通話
詩詞獨誦」取得冠軍

窮困女孩受助於東華三院終成材的感人故事，
活現了東華「為善最樂」的精神。

學 生 成 就

小朋友總喜歡收到禮物，新年到了，收到特別多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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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者

粵語故事(多人組)
冠軍

6B陳琳琳、6B莊德盈、
6B朱文茵、6B范嘉儀

3A羅翠瑩、3B譚夕嵐

亞軍 6B司徒穎珊、6B周曉俐

粵語故事

亞軍 3B陳希敏

季軍 3A劉啟孟、5B林虹彤

優異獎 3B林樂怡、3D葉

粵語古典詩詞 優異獎 4E吳海琳

普通話歌曲師生小組唱 冠軍 高淑賢老師、5B徐俊輝

普通話小組合誦 優異獎
6B方舜潔、6B叶依婷

6A陳惠怡、6C張  瑜、6C易嘉雯、
6C葉川蓮、6C周芷曦

普通話故事 優異獎 3E葉樂宜、5B洪巧儀

普通話詩歌散文 良好獎 4B錢思彤

同學們在「亞洲校際朗誦比賽」中分別取得冠、亞、季軍及多個獎項

2014-2015東華三院小學聯校運動會

比賽項目 獎項 姓名

女特 200米 季軍 6A李欣欣

女甲 跳高 季軍 6C何詠儀

女乙 60米 季軍 5B陳綺馨

女丙
60米

冠軍
兼破大會紀錄

4E鄭香麗

4X100米 季軍
4E袁穎暉、4E鄭香麗、4C傅可兒、
3B陳湘兒、4C黃悅喬

男甲 200米 亞軍 6B關澤天

男乙
100米 季軍 4E周智源

100米 殿軍 5B梁曉陽

男乙 4X100米 季軍
5B梁曉陽、5B王智霖、5A馮俊傑、
4E周智源、5C馮子傲

4E 鄭香麗同學於 60 米比賽中取得冠軍兼破大會紀錄

6B 趙俏同學代表全體同學致謝辭

6C 李天樂獲頒
「神射手獎」

2014-2015東華三院小學聯校水運會

比賽項目 獎項 姓名

男甲 

100米蛙泳 亞軍 5B張柏豪

100米自由泳 亞軍 5B何錦雄

50米蝶泳 亞軍 5B何錦雄

4X50米
自由泳接力

季軍
5B何錦雄、5B張柏豪、5B黃諾賢、
6B張廷偉、5C張正浩、5C李彥希

男乙

100米蛙泳
亞軍 5C馮子傲

季軍 3B連焯楠

100米自由泳
亞軍 5B張旨穎

季軍 4B羅守浩

50米蛙泳 季軍 5C馮子傲

50米背泳 季軍 5B徐俊輝

50米蝶泳 亞軍 4B羅守浩

4X50米
自由泳接力

亞軍
5B張旨穎、5B徐俊輝、5C馮子傲、
4B羅守浩、3B連焯楠、3A馮澤霖

女甲

100米蛙泳 季軍 5B洪巧儀

50米自由泳 冠軍 6B馮子趐

50米蝶泳 亞軍 6B馮子趐

4X50米
自由泳接力

季軍
6B馮子翹、5B洪巧儀、6B陳靖彤、
5A何日曦、3E黃嘉寶

女乙

100米自由泳 冠軍 5B羅凱瑩

50米蛙泳 季軍 5A李  晨

50米蝶泳
冠軍 5B羅凱瑩

亞軍 5A李  晨

4X50米
自由泳接力

亞軍
5B羅凱瑩、5A李  晨、2C連凱琳、
3B蔡斯慧、3B劉啟孟、

女丙

50米自由泳 季軍 4B沈希月

50米背泳 亞軍 4B沈希月

4X50米
自由泳接力

亞軍
4B沈希月、4B李頌賢、2D關穎琳、
3B李穎賢、3B陳希敏

2014-2015九龍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比賽項目 姓名 獎項

男乙  200米 5B梁曉陽 季軍

女丙 跳遠 4C胡秀穎 季軍

2014-2015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4E 鄭香麗

2014-2015東華三院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比賽項目 姓名／組別 獎項

團體項目 男高5人賽 殿軍

團體項目 女高5人賽 殿軍

個人項目 6C李天樂 神射手獎

男女子足球隊分別於「東華三院聯校足球比賽」取
得殿軍

學 生 成 就

5B 羅凱瑩及 6B 馮子趐分別在自由泳中奪得冠軍

9



The hottest  news 
f rom the Engl i sh Panel  inc ludes……
Public Exams – Cambridge YLE Flyers
  Congratulations to our P.6 students for attaining an 
outstanding results in the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 (YLE) Flyers Level in December 2014. 
  Five students were awarded 15 shields (Full 
Score), three students 14 
shields and four students 
13 shields in the YLE. How 
great it is! Please go to p.8 
for the students’ names. 

Spellathon
  Meet  our  ‘LYC Pr inces and 
Princesses’! They are entitled such an 
honor for being able to spell and match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 accurately. 
  You are all working so hard, your 
highness!

Reading Buddies
  The Reading Buddies, who are trained P.5 
and P.6 students, share-read stories and do 
fun reports with our P.2 students. 
While the kids enjoy the good 
reads, the buddies have learnt 
to be communicative and kind.

Halloween Activity Day
  Launched by Miss Kirkland and Miss Leung, the 
Halloween Activity Day was a huge success.

  Supported by our 
well-trained English Ambassadors, 
different game booths were set up 
for our P.1 to P.6 students. Look at 
these scarily funny moments we 
captured on those days.

School Visits
  Some of our P.6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join the English 
Fun Days held by True Light 
G i r l s ’ Co l lege  and o ther 
secondary school. They did 
an excellent jobs in various 
activities. Well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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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 Reading and Writing (PLP-R/W) has been launched in the school for four 
years. It is aimed at developing their literary skills and nurturing their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They 
have lots of fun in the lesson time. P.1 A Paper Plate Mask

We work together.

We make a cake in the 
English room. 

Let’s try our cake! Game time

P.2 Learning English with iPad

by Dorothy Wong 3D
Class Diary

We design our machine. Discussion time

We enjoy presenting 
our machine. ‘Show and Tell’ time

We have great fun in Engl i sh les sons !  

by Aimie Kao 1C
Monkeys

We’re friends 
and partners!

by Michelle Cheung 1A
My teacher

by Cherry Huang 2C
Writing a Postcard

by Leo Pan 2D
The Magic Science Museum

by Jimmy Liu 1E
A Paper Plate Mask

by Angela Chan 3B
Class Diary

by Grace Chan 3B
Recount

We made our machine!

P.3 Green Earth Project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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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作品
學生

1E 曾嘉淳 曲線的聯想 2A 鍾翱謙 冬天 

2B 陳嘉軒 自畫像

2B 王施惠 圓的聯想
3A 劉啟孟 愛心蛋糕

3A 盧文倩 剪紙

 3E 張希  的聯想

4B 趙令璋 和諧校園

4C 傅可兒 的聯想

6B 賴犖兒 的聯想

5B 區珍婷 生物多樣性

6B 王嘉琪 鏡前的我

編輯小組
顧  問：王潔明署理校長

編輯組：戴翠嫦主任、陳海英老師、張秀中老師、林劍雯老師、劉艷桂老師、梁素珍老師、曾憲鴻老師

6B 江彥霖 心意卡
6B 吳盈盈 香港街邊車仔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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