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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訊

    羅裕積小學是學生、老師和我的第二個家，今年這個家歡歡喜喜地迎來了它的五十歲生日。金禧校慶特
以「感恩」為主題，是因為我們由衷感謝一直堅守崗位、孜孜不倦付出的老師們，由衷感謝積極關注學校發
展的家長們，由衷感謝默默支持母校的校友們以及在背後一路支持學校發展的東華三院。感恩有您們同行，
羅裕積小學方能有如此良好的發展勢頭。
    我自零七年九月加入羅裕積這個大家庭，轉瞬已有十一個年頭，如今的我更已成為一校之長，實在感觸
良多，我很感恩自己能和同事們在羅裕積小學共同陪伴孩子們快樂成長。回想這一路走來，我和各位同事
們迎難而上，戰勝了不少挑戰，克服了許多難題。我們曾一起籌辦了三次極富特色的校慶典禮 ( 四十周年、
四十五周年和五十周年 )，我們也曾一起經歷了教育局校外評核，曾一起挺過了縮班的艱難時期……我們一
路秉持着「三多一少」，即「多讚賞、多鼓勵、多包容、少責備」的教育信念，以培育學生成為「重參與、
顯關愛、會學習、肯負責」的新世代為教育目標，積極發展各項活動，豐富學生學習生活，如今學校的發展
成績有目共睹。
    現在的羅裕積發展穩健，目前學校班數已擴展至 30 班，電子學習、合作學習、自主學習以及 STEM 教
育等教育新模式正在我校如火如荼地發展中。近年來，同學們表現出色，先後在各 STEM比賽、香港學校戲
劇節 ( 英文組 )、籃球、田徑及舞蹈等大型比賽中取得佳績。「喜迎金禧樂滿載 作育英才展風采」，羅裕積
小學的師生們正蓄勢待發，請拭目以待我們日後更亮眼的表現吧 !

王潔明校長

( 王校長於金禧校慶典禮與丁酉年東華三院主席李鋈麟博士太平紳士、
東華三院教育科學務主任及友校校長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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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5日是我校五十周年金禧校慶的大日子。
當天各方好友齊聚羅裕積，分享我們的喜悅，也令當天的
慶典別具意義。

東華三院 2017/2018 董事局

主禮嘉賓容寶樹先生

丁酉年東華主席李鋈麟博士和
前任校長、校友合影

我校創校年 ( 戊申年 ) 東華三院主席
葉榮昌先生及夫人

校董羅守弘伉儷

蓬蓽生輝

多位前校長、教員及校友齊聚一堂

喜迎金禧樂滿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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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贈賀禮

校友贈賀禮

教職員喜獲頒發長期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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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學習

動靜皆宜

多元智能齊發展

增見識

參觀獅子會
自然教育中心

電子學習展自主

參觀科學館

開平之旅

參觀海防博物館

參觀創科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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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藝術家到校教授傳統手工

教師專業交流

學生體育交流

拓視野

學生英語學習交流

    鳳翔小學同學們的熱情讓我很感動，
他們學習時的虛心和用心很值得我們學習。

6B 林樂怡

    這次的交流活動令我十分難忘，給我
帶來了很多新鮮感。

6B 鄺瑩瑩

與姊妹學校 ( 鳳翔小學 ) 交流

作育英才展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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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成就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獎項 獲獎者

亞軍

2C陳芷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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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穎芝  6B 黃鳳萍  6B 許柏源

14 盾 ( 優良 )
6B 陳湘兒  6B 陳希敏  6B 鄭熙庭 
6B 林樂怡  6B 盧逸恆  6B 伍學芝 
6B 譚夕嵐

13 盾 6A 陳詠芝、6B鄭熙航

劍橋英語基礎證書考試（基礎第一級）
Cambridge English: Key English Test
獎項 獲獎者
優良

Pass with Distinction
4B 張恩寧

香港學校戲劇節 ( 英文組 )
獎項 獲獎者

「傑出舞台
效果獎」

3B陳穎   3B 張蓁頤  3E 胡俊軒
4D楊澤誠  5B 梁瞬軒  5B 吳嘉泳
5B 李玉婷  5B 譚夕蕎  5B 周  靖 
6B 蔡斯慧  6B 陳柏   6B 陳湘兒
6B 陳穎芝  6B 鄭熙航  6B 鄭熙庭
6B 張康宏  6B 黃鳳萍  6B 林樂怡
6B 劉浩琰  6B 伍學芝  6B 譚夕嵐
6B 黃志剛  6B 鄭彭喬勻 

「傑出合作獎」

「傑出演員獎」 6B陳柏   6B 鄭熙庭

華夏盃初賽
成績 獲獎者

一等獎
3B鍾詩雅  3B 靳  騫  4D 楊澤誠
5C 何雋浩

二等獎
1B梁偉謙  3C 張傳淇  4B 鄭愷晴
4F 薛盛元  5A 邵永琛  5B 陳尚楊
5B 何柏謙  6B 陳希敏

三等獎

1B黃浚樂  1B 馮 鑭  2A 陳皓賢
2A吳妍欣  2A 羅哲宇  2A 徐佩瑜
2C 陳垣彤  2C 陳芷萱  2D 林樂心
3B 賴寶文  3B 伍栢軒  3B 許柏軒
3B 周晉謙  3C 梁羽傑  4B 朱姚玉美 
4B 林清菁  4C 蘇錦東  4C 吳妍斐
5A劉鴻輝  5B 李玉婷  5B 戴瑩悅
5B 柯家禮  5B 關智文  5D 覃天楊
6B 黃志剛  6B 鄭熙航  6B 伍學芝
6B 林樂怡  6B 陳柏   6B 林志健
6B 劉浩琰  6B 連焯楠  6B 鄭熙庭
6B 陳穎芝  6C 林清昊  6D 梁曦蕾
6E 盧文倩

華夏盃晉級賽
成績 獲獎者
一等獎 5C何雋浩

二等獎
1B梁偉謙  2A 吳妍欣  3B 鍾詩雅 
4F 薛盛元  4D 楊澤誠  6B 陳柏

三等獎

1B馮 鑭  2A 羅哲宇  2C 陳垣彤 
2D 林樂心  3B 靳  騫  3B 伍栢軒
3C 張傳淇  3B 賴寶文  3B 許柏軒 
4C 吳妍斐  4B 林清菁  5B 陳尚楊 
5A 劉鴻輝  5A 邵永琛  5B 何柏謙
6B 伍學芝  6B 鄭熙庭  6C 林清昊
6D梁曦蕾  6B 連焯楠  6B 鄭熙航

2018 AIMO 暨港澳盃初賽
成績 獲獎者
銅獎 4B黃韜元

2017 健康遊戲編程比賽
獎項

最高參與學校獎
2017 第三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獎項 獲獎者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6A李樂珊

全港校際 STEM 教育 - 發揮創意潛能大賽工作坊
獎項 獲獎者
優異

6A鄭彰宸  6A 李樂珊  6A 姚深柔
6C 張浠   6B 許柏源  5B 陳尚楊
5B 梁瞬軒  5B 譚夕蕎  5B 吳嘉泳
5D黃良澤  3B 陳穎   3B 周晉謙
3B 張蓁頤  3B 許柏軒  3B 靳  騫
3B 謝儷菲  3B 劉家謙  3B 伍栢軒
3B 李詠翹  3B 邱文迪

2018 全港學生科技大賽
獎項 獲獎者

優異

6A李樂珊  5B 梁瞬軒   6B 許柏源  5B 吳嘉泳 

機械人大決戰 STEM in mBot 2017 之 「六足機械人」
獎項 獲獎者
亞軍 6B許柏源  6C 張浠  

6E 楊裕維  6E 盧文倩  6A 邱文樂

成功獲獎學生們正討論解決方法

學
生
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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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人大決戰 STEM in mBot 2017 之 「mBot 足球」
獎項 獲獎者

季軍
6A李樂珊  6A 黃若希  6A 林美琳  
6A 姚深柔  6A 鄭彰宸 

成功獲獎及獎金賽前準備

B3  STEM Challenge
獎項 獲獎者

優異
6A李樂珊  6B 許柏源  5B 吳嘉泳  
5D 黃良澤

校長到場支持參賽學生 與友校合作研討解決方法

藝術成就

體育成就

2018「未來智慧城市 ˙ 香港」繪畫比賽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者

高級組
亞軍

5A 簡泓浚最具科技創意獎
最佳圖畫說明獎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者 / 得獎數目

英語獨誦
亞軍 1（6E 葉樂宜）
優良 36（包括亞軍）

小學一至三年級男女子英
語詩詞集誦

優良 1

粵語獨誦
優良 28
良好 11

小學一、二年級男女
粵語詩詞集誦

優良 1

普通話獨誦
優良 19
良好 1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者 / 得獎數目

兒童獨唱 - 中文歌曲
良好 1 - 男童聲或女童聲

 - 5 至 6 歲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優良 1
- 小學合唱隊 - 13 歲或以下

分級鋼琴獨奏 ( 一級 )
優良 1
良好 1

分級鋼琴獨奏 ( 二級 )
優良 1
良好 4

分級鋼琴獨奏 ( 三級 ) 優良 1
分級鋼琴獨奏 ( 四級 ) 良好 1
小提琴獨奏 ( 一級 ) 良好 1
小提琴獨奏 ( 二級 ) 良好 3
大提琴獨奏（初級組） 良好 1
直笛二重奏 (13 歲或以下 ) 優良 1

高音直笛獨奏 
（13 歲或以下）

良好 2

高音直笛獨奏 
（10 歲或以下）

優良 3
良好 4

箏獨奏 ( 初級組 ) 良好 1

2017 第四屆香港青少年鋼琴比賽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者
考試三級組 優異獎 4D葉可盈

2018 第五屆香港亞太青少年鋼琴比賽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者

兒童中級組 一等獎 3A孫賞曈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舞蹈名稱 組別 類別 獎項
龍騰飛躍 初級組 群舞 ( 中國舞 ) 甲級獎
紅雞蛋賀壽記 高級組 群舞 ( 中國舞 ) 優等獎
過人猴 高級組 三人舞 ( 中國舞 ) 甲級獎
嬉雨 高級組 獨舞 ( 中國舞 ) 甲級獎

紅雞蛋賀壽記：一顆
紅雞蛋情牽祖孫情。

第四十六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舞蹈名稱 組別 類別 獎項
紅雞蛋賀壽記 高級組 群舞 (中國舞 ) 金獎
龍騰飛躍 初級組 群舞 (中國舞 ) 銀獎

武術王者盃挑戰賽 2018 暨粵港

澳大灣區少年武狀元大賽」

（校園組）
類別 獎項

集體自選長拳 第二名
集體查拳 第二名
集體少林拳 第一名
集體初級刀術 第三名
集體少林刀 第一名
集體查刀 第二名

習練傳統武術，傳承
尚武精神

2017-2018 年度九西田徑運動會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者
女特推鉛球 冠軍 6D陳文熙
男甲 400 米 亞軍 6A伍世旺
男甲跳高 殿軍 6E 洪正天
男乙跳高 季軍 5E 潘城志
男子甲組團體
優異獎

區內第 8名 5A邵永琛  5C 鍾瑞熙
6A伍世旺  6B 林志健
6B 許柏源  6C 張浠
6E 蘇運澤  6E 洪正天
6E 王裕文 

男甲運動員在 400 米和
跳高項目皆有不錯的成
績，他們在今年的九龍西
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中取
得了男甲團體優異獎。

作育英才展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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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校運動會
後， 運 動 員 們
與 校 長、 老 師
們合照。

2017-2018 年度東華三院小學聯校運動會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者

男子特組 200m 殿軍 5D 覃天楊
女子特組 200m 殿軍 6E 盧文倩
男子特組 100 m 季軍 6E 伍敏聰
女子特組 100m 冠軍 6D 陳文熙
男子甲組 200m 亞軍 6A 伍世旺
男子甲組 200m 殿軍 6E 蘇運澤
男子甲組 60m 殿軍 5A 邵永琛
男子甲組跳高 季軍 6A 許振賢

男子甲組 4X100m 殿軍
6B 許柏源  6E 蘇運澤
6A 伍世旺  5A 邵永琛

女子甲組 100m 亞軍 5D 王施惠
女子甲組 60m 亞軍 6B 陳湘兒
女子甲組擲壘球 殿軍 6C 張莉雪
男子乙組 60 m 亞軍 5D 禤  禹
男子乙組跳高 亞軍 5E 潘城志

2017-2018 年度東華三院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者

男子初級組 冠軍

2B梁栢軒 ( 最佳神射手 )
( 最有價值球員 )
2B 蔡澤然  2B 吳德權
2D吳逸熙 
2D 尹蘊 ( 最佳守門員 ) 
1C 馬栢晞  

女子高級組 亞軍
5A黎穎怡  5C 劉伊菱
5E 鍾沛諮  5E 連凱琳
4B 朱姚玉美  

女子中級組 季軍
3B沈雅婷  3C 陳詠思 
4A 康  琦  4C 趙欣怡
4C 何穎堯  4D 葉可盈

小一和小二同學組成的
初級組足球員經過多場
的硬仗後，以眼淚和汗水
換來冠軍，值得記念。

運動不論男女，都可以發
揮同學的潛力，本校的女
子足球員正正是一個例子，
她們踢球是有板有眼的，
最終於比賽取得亞軍。

SAMSUNG 第 61 屆體育節手綿球比賽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者

單打 遺才賽

冠軍 5E 陳嘉軒
亞軍 5E 佘栢圖
季軍 5B何俊鍵
殿軍 5E 李沚文

單打 常規賽
亞軍 6E 蘇運澤
殿軍 5D吳逸鋒

雙打 遺才賽
亞軍 5C陳皓鑫  5C 蔣俊尚
季軍 5A李誠澤  6A 趙伯章
殿軍 5C梁梓健  6B 劉浩琰

雙打 常規賽
亞軍 5D吳逸鋒  5D 禤  禹
季軍 6E 蘇運澤  6B 許柏源

同學們在單打遺才賽中
囊括所有獎項，真厲害 !

場上認真拼搏，場下鬼馬
逗趣的運動員們。

2017-2018 東華三院小學聯校水運會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者

男甲 
100 米蛙泳 亞軍 6B連焯楠
50 米蛙泳 亞軍 6B連焯楠
50 米蝶泳 亞軍 6A馮澤霖

男乙
100米自由泳 冠軍 5B關智文
50 米自由泳 亞軍 5B關智文

男丙

50 米自由泳 亞軍 4D張樂謙
50 米蛙泳 季軍 4D張樂謙

4X50 米自由
泳接力

冠軍
4D張樂謙  3D 關炫尚
3C 羅承璋  4A 黎嘉勤
4D鄭梓朗  2D 李子軒

男丙全場總冠軍

女甲

100米自由泳 季軍 5E 連凱琳
50 米自由泳 亞軍 5C劉伊菱
50 米蝶泳 亞軍 3C羅允言
50 米蝶泳 季軍 4D葉可盈

4X50 米
自由泳接力

亞軍
5E 連凱琳  5C 劉伊菱
3C 羅允言  5C 廖倍悠
6E 孔  穎  6B 李穎賢

女丙

50 米自由泳 冠軍 4B何紫兒
50 米背泳 亞軍 4B何紫兒

4X50 米
自由泳接力

亞軍
4B何紫兒  4D 徐欣玥
4B 李炘蕎  4C 李綽思
2D藍  悅  3E 余靖瑤

男丙憑實力奪得了自由
泳接力冠軍、全場總冠
軍，得以和主禮嘉賓方
力申拍照留念。

糸東拳會第十回親善空手道選手權大會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者

男童 13 歲以下形
（外部戰）

亞軍 3B鍾啟陽 

女童 9至 11 歲形
（外部戰）

季軍 3E 胡俊軒  3B 周晉謙
冠軍 4F 陳心盈 
亞軍 4D葉可盈 
季軍 4C 吳妍斐 

男童 8至 9歲組
手（外部戰）

季軍 3B劉家謙

男童 10 至 13 歲
組手（外部戰）

亞軍 6C林子杰
季軍 6A馮澤霖  5D 高晨藍

女童 10 至 11 歲
組手（外部戰）

亞軍 4F 陳心盈
季軍 6B李穎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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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ttest news from the 
English Panel includes…
  Our activities aim to encourage them to practice and embrace the joy of using English and get them 
to know more about the language-related cultures. Let’s have a look…

  The drama team staged their performance for the HK School Drama 
Festival on 26 Feb 2018. The play, OMG! What’s wrong with the teachers?, 
is about the children of the magic school are trouble makers. They never 
appreciate what their teachers have done for them. One day, the teachers all act 
and talk differently. The children feel suspicious and decide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There’s something living inside the teachers’ bodies. Something that 
is created by their ingratitude. Finally, the children save their teachers’ lives by 
showing respect to the teachers. They now treasure what they already have and 
return the love and care to all the teachers. 
  A total of 23 actors and backstage crew worked tirelessly with our English 
teachers to bring the characters to life. In the end, we won three great awards, 
including: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For 6B Chan Pak Hei & 6B Cheng 
Hei Ting)
  Award for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Congratulations to our Drama team members!

  Congratulations to our P.5 and 6 students for attaining 
excellent results in the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 
Test (YLE) Flyers Level in January 2018. 3 students were 
awarded 15 shields (Full Score), 7 students 14 shields and 2 
student 13 shields in the YLE. Cheung Yan Ning from Class 
4B attained the nearly full score in the KET. We’re so proud 
of them! Please go to p.7 for the students’ names.

English Drama

Other fun and creative 
activities

Lalalalala, we love 
our teachers!

6B Chan Pak Hei,
Winner of the Outstanding Performer award

6B Cheng Hei Ting,
Winner of the Outstanding Performer award

We look so cool!

Public Exam - YLE

The children 
drive me crazy!!!

Share-read stories

Look at 
my book 
report!

We enjoy the 
reading time.

Reading Bud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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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PLP R/W lessons
Green Earth Week

We enjoy teamwork.

Our machine can 
save the Earth.

 3B Lei Wing Kiu

 3B Chan Kate 
3E Ho Hok Yu 

3B Yu Sum Yuet

  Moving to the eighth year, the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 Reading and Writing (PLP R/W) provides our school kids great 
fun when learning English.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s and their literacy skills are developed. Here are some of the best shots when 
they are working in the lessons.

Revisit the high frequency words

Can you read this word?

Interviewing touristsWord Buddies

P.1 PLP R/W lessons

P.2 PLP R/W lessons

Wanna sing, read and write with us? Come 
and join our lessons!

Do you want 
a gingerbread 
man?

I can cook. 
Hurray!

Look at our masks!

1D Chen Ruoxi

1D To Ting

1B Lok Ming Ho

We love cakes.1D Fung Hoi Ching
We have a present 
for you, Miss Li.

We write a story about 
Science Museum.

We work together.

2C Lo Blogman

2C Chan Wun Tung 

I like your work. 
Well done!

How fun!  To 
learn with the 
Ip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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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是
小
小
藝
術
家編輯小組名單

顧  問： 王潔明校長
編輯組： 戴翠嫦主任、陳雅芬老師、梁素珍老師、陳海英老師、
  張秀中老師、林劍雯老師、曾憲鴻老師

學生視藝作品

6A  李樂珊
聯想畫

4D 葉可盈
吶喊

5B 譚夕蕎
 黃昏

5C 陳皓鑫
海洋生物版畫

6E 盧文倩
海洋生物浮雕

2D 蔡紫妍
海洋生物掛飾

3B  許柏軒
車子

5A  簡泓浚
相架

2D  陳卓建
美麗的海底

4C  冼柔雪 
聯想畫

作育英才展風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