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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團隊
全校教師人數共54人，包括外籍英語老師、圖書館主任及學生輔導

老師。

本校為九龍樂善堂轄屬政府資助全日制小學，創辦

於1993年，以「仁、愛、勤、誠」為校訓，培養
學生身體力行；以「德、智、體、群、美」五育為課

程綱領，塑造完美的人格，開創豐盛的人生。

本校校舍樓高七層，共有30個標準課室，10多個特別
室，包括英語室，新型圖書館、大型電腦室、語言

室、學生活動中心、直播室、多用途活動室、遠程教室、

常識室等，符合21世紀校舍標準。為配合電子教學趨勢，
部分課室更增設電子白板及電子教材，讓學生參與互動學

習，推動本校進入電子學習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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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升中派位結果優異，深受家長及社區人士

的讚賞。今年有90.5%學生派往首志願的
中學（全港為78%），而派往首三個志願中學
的學生有99.2%（全港為91%）。

99.2%獲派首三個志願中學

6.3%
第二志願

2.4%
第三志願

90.5%
第一志願

0.8%
其他

15-4-2014美國IE專家及

本地顧問訪校活動

啟發潛能教育 令人振奮的學業成績  

教師、家長及學生與啟發潛能專家進行訪談琚校大使用英語向嘉賓介紹同學作品

本校曾參加由教育局、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及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舉辦之「關愛校園」

獎勵計劃，更連續六年榮獲「關愛校園」

獎。今年本校更成功奪得「國際啟發潛能學校

大獎」。                                

      啟發潛能教育由美國William Watson Purkey
所創立的，運用5P的理論框架和關愛的理念，致力
營造充滿關愛的校園。本校自2003起推行啟發潛能教育，至今已超
過十年。藉著十年推展啟發潛能教育的經驗，本校師生均抱有正面

的態度，學校每一位成員都得到重視，並能各展所長。為了得到外

界的認同，本年度本校特意向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申請「國

際啟發潛能學校大獎」，期望得到國際機構頒授認可資格，作

為關愛學校的好榜樣。為成功爭取有關認證，本年本校參加了

IE PROJECT、邀請不同的IE專家及顧問進行工作坊、校園佈置、
進行持分者問卷及專家訪校等工作。有關獎項之籌辦工作進展順

利，除了教職工、家長及學生的問卷數據結果非常正面外，本校師

生更獲美國專家及本港學者高度讚賞。本校喜獲「國際啟發潛能

學校大獎」，實在令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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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話劇

創意科技組 加拿大國家藝術中央樂團音樂會

小組討論

老有所為—探訪老人院

護脊操 遠程教室—問答比賽

香港小交響樂團

Classical Jam音樂會
數學攤位遊戲

第三屆香港LEGO機械人運動會

家長會
小記者訪問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會

議非官守成員召集人林煥光議員GBS,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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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 學校推行啟發潛能教育，提供多樣化的學習經

歷，發揮學生的潛能。

◎ 推行合作學習法，重視學生的知識、態度及社交
技能。

◎ 中、英、數三科推行專科專教，全部英、普老師
均符合基準要求。

◎ 本校重視學生兩文三語的學習，一至六年級全面
推行以普通話教中文，並進行高效閱讀及讀寫結
合教學，提高學生的閱讀及寫作能力。

◎ 英文科有兩位外藉英語教師，配合英文課程進
行PLP-R/W及KIP計劃，教授學生閱讀及寫作策
略，提升學生的英文水平。

◎ 每週的英文日及普通話日，營造良好的語言學習
環境，打好語文基礎。

◎ 推行電子化教學，並利用現行的網上評估及學習
城遊戲平台，讓學生通過網絡令學習變得更靈活
和適時，激發其創意思維。

◎ 推行資優教育普及化，如校園小記者、英文拔尖
組、奧林匹克數學組、創意科技組和資訊科技組
等，發掘有潛能的孩子，重點培養，讓孩子發揮
潛能。

◎ 提供多元化的課程及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
歷，讓學生盡展潛能，如生活教育計劃、資訊科
技獎勵計劃、全方位跨學科學習週、戶外教室活
動、健康校園計劃、學生大使、成長的天空計
劃、琚校乾媽爹計劃、學生境外考察、悅讀小天
使伴讀計劃、老有所為服務計劃、加拿大國家藝
術中央樂團音樂會、香港小交響樂團Classical 
Jam音樂會等等。

◎ 安排學生參與境外考察活動，如惠州、安徽及台
灣，以擴闊學生視野及拓展學習經驗。

參觀台灣靜心中小學



參觀台灣鄉土文化教育中心
本校學生在南門小學上課時接受

蕪湖市電視台訪問
參觀台灣內湖垃圾焚化爐

愉快學習新幹線

公開課

安徽省合肥市進行「區域聯動．同課異構」活動

擴闊視野 拓展學習經驗  

惠州交流

入學適應 暑期幼小銜接課程中有英語興趣班，八月尾更
會安排「愉快學習新幹線」課程，協助學童盡
快融入校園生活，加強他們日後學習英語的能
力及興趣。

小班教學 本校為小班先導學校，每班約25人，推行合作學習
法，讓學生從實踐中去互動學習及培養溝通能力，
提升學習效能。

課程發展 由外籍老師每週上三節的英文PLP-R/W閱讀及寫
作計劃；中文會以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先學習校
本課程的漢語拼音，再進行識字學習）；數學會以
數學化教學培養解難能力；常識科則著重科學探究
學習。

雙班主任制 正副班主任緊密與家長聯繫，共同關顧學生的學
習、與人相處及個人發展情況，讓學生盡快投入小
學生活。

品德教育 從小以普通話誦讀聖賢經典《弟子規》，加強品德
教育，培養孩子孝順父母，修己善群的良好品德。

小一特色

快樂的午膳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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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重視給予學生正面回饋，每年頒發多項獎學

金予品學兼優及學業有進步的學生，而本校亦

會協助有需要的同學申請各類資助及獎助學金。

v 本校及家教會舉辦不少活動，例如：家長日、各級家長會、升

中家長會、暑期體育訓練課程、教育子女的專題講座等。

v 「家長義工隊」為學校及學生提供每天體溫檢查、圖書伴讀、

送餐等服務。

v 定期舉行家長教師會會議及法團校董會會議，讓家長有更多機

會參與校務及了解學校的運作。

v 家長之間會不定期舉辦聚會，彼此互相交流分享。

v 家長經常參與校內及校外活動，如製作冰皮月餅送贈老師、

親子售賣「樂善糖」、親子售旗活動等。

v 家教會更經常舉辦多項親子活動，例如：親子旅行、親子興

趣班、親子日營、步行籌款等。

u 獲教育局撥款進行「校本課後學習及支

援計劃」，讓家境困難學生能以極低廉

的學費或免費參加不同類型的課程或活

動，如英文輔導班、國術、舞蹈、體

操、跆拳道、球類、中樂、管弦樂、花

式跳繩、書畫等，讓他們發揮潛能。

u 參加「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為

四至六年級有需要的學生及家長提供更

具效果的成長輔導課程及活動。

u 參加「新資助模式計劃」，為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安排評估及轉介，更提供

言語治療、行為及情緒改善小組、提升

學習能力小組等校內支援服務。

u 本校亦在關愛基金津貼下提供午膳津

貼，凡已獲學生資助辦事處批出全額書

簿津貼的學生，均可申請「在校午膳津

貼」。

與家長聯繫獎學金／助學金

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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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乾媽爹相認大會

管弦樂團

中文智多星

家教會新春團拜

家教會親子旅行

有效親子溝通家長講座

肥皂熱膠珠活動



u 本校教師教學經驗豐富，關愛學生，能配合課程改革，提升
學生的學習能力，迎合新世紀的社會需求。

u 教師與教育局、伙伴學校進行協作及教學研究計劃，提升
教師專業水平（如中文科的初小中文分層支援計劃、英文

科的PLP-R/W及KIP計劃、數學科的數學化教學計劃及常
識科的校本支援服務計劃、體育科的校本電子學習資源庫

先導計劃等）。

u 安徽省蕪湖市教育代表團到訪學校外，學校亦應邀到安徽省
合肥市進行「區域聯動．同課異構」活動，互相觀課及授

課，作教育及文化交流，促進兩地教師專業發展。

u 學校有良好的系統進行教學研討及觀課交流，讓教師不斷反
思教學，回饋學與教，以提高教學專業水平。

u 學校亦積極參與全港的分享活動，促進教師的專業交流（如
獲邀在教育局主辦的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常識科分享會中主

講  「科學素養的培養：讓學生學習像科學家般思考」，
在教育局特殊教育組中分享「共融文化的實踐  SEN in 
LKK樂也融融」，體育科的「校本電子學習資源庫先導計
劃」等等）。

u 本校教師榮獲2013-2014「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許狀
（體育範疇）。 全方位跨學科學習周匯報

安徽省蕪湖市教育代表團到校參觀榮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常識科分享會

本校李麗兒主任、胡健強主任、曾麗蘭老師及劉婉儀老師分別與內地生上中文及英文課

本校學生與南門小學小伙伴一起上課

LEUNG KAU KUI PRIM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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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組

足球組

跆拳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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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學

術

第6屆伯特利盃元朗區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伯特利中學 圖形大師冠軍　團體一等獎　團體三等獎4項
2013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元朗大會堂社區中心 銀獎2項　銅獎2項

第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冠軍　亞軍4項　季軍6項　優良獎164項
良好獎20項

元朗區小學環保綠化體驗工作坊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全場最佳學員獎　最有科學頭腦獎
優秀組員獎2項　最有環保創意獎　最佳作品獎

第7屆元朗區小學數學挑戰賽 天主教培聖中學 團體優異獎　二等獎4項　三等獎4項
第9屆小學生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基督教復臨安息日會大埔三育中學 懷文抱質獎　特級優異獎　優異獎19項 良好67項
第3屆香港LEGO機械人運動會 正學教育中心 小學組高級賽車季軍

第9屆屯元區小學生普通話才藝比賽 伯特利中學 公開組初小個人朗誦季軍
第14屆華人少年作文比賽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文化司 三等獎2項

2014「數學天王」國際邀請賽香港區選拔賽 香港資優數學研習中心 一等獎
全港青年中文寫作比賽（2013-2014年度）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小學組冠軍　小學組優異獎 

體

育

香港跆拳道振武館第8屆跆拳道錦標賽 香港跆拳道振武館 冠軍4項　亞軍2項　季軍5項
元朗區第38屆田徑運動大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季軍3項
元朗區分齡羽毛球比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男子M1組亞軍

全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2013 香港跆拳道協會 季軍2項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小學分會 亞軍3項　季軍3項　殿軍1項
全港跆拳道套拳比賽2013 香港跆拳道協會 冠軍　亞軍　季軍2項

青苗羽毛球培訓計劃分區挑戰日 香港羽毛球總會 男子A組冠軍　A組團體冠軍
元朗區小學六人足球錦標賽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盃賽亞軍

2013–2014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小學分會 季軍
第28屆屯門區舞蹈比賽 屯門文藝協進會 金獎　銅獎
元朗區小學三人籃球錦標賽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男子組銀碟賽冠軍

樂善堂轄屬小學第25屆田徑運動大會 九龍樂善堂

團體：冠軍6項　接力：冠軍7項
個人全場：冠軍　亞軍2項　季軍　殿軍2項
單項：冠軍12項　亞軍20項　季軍15項
殿軍4項

馬振玉學校資訊日邀請盃五人足球賽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碟賽組亞軍
2013-2014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小學分會 女子組冠軍

2013-2014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小學分會 男子單打亞軍
第2屆精英六人足球邀請賽2014 精英足球學院 冠軍2項

Samsung第57屆體育節迷你排球大賽 香港排球總會 女子組季軍
香島盃  元朗區小學跳繩大賽2014 天水圍香島中學 冠軍2項　亞軍2項　季軍

踢出我未來2013-14天水圍區交流賽（少年組）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水圍
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亞軍

第40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觀塘區文娛康樂促進會 少年組（高小）爵士舞銀獎
第7屆全港小學區際排球比賽2013-201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子組殿軍　女子組傑出運動員

藝

術

2013全港兒童中文歌唱比賽 元朗大會堂社區中心 銀獎3項　銅獎12項
防火填色比賽 元朗消防局 亞軍　季軍　優異獎6項

第10屆全港小學普通話話劇比賽 教育局萬鈞教育機構
金獎　最佳視覺藝術獎　最佳導演獎2項
最佳女演員獎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2013 屯門文藝協進會 亞軍　季軍　優異獎5項
2013香港青少年鋼琴公開比賽 香港鋼琴協會 兒童爵士樂組季軍

2014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元朗大會堂 銀獎2項　銅獎2項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3/14 教育局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演員獎2項

「共享健康生活」小學生硬筆書法比賽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亞軍　季軍　入圍獎2項
第66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季軍2項　優良獎21項　良好獎10項

其
他

2013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關愛校園榮譽
第8屆元朗區傑出小學生 新界鄉議局 優良獎狀（首20名）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2013-2014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

2013-2014校外比賽重要獲獎紀錄

合計：

585項585項585項585項585項樂善堂梁銶琚學校7



中樂組

乒乓球組

合唱團

 範疇 組別

學術
1. 中文小記者 2. 劍橋英語班 3. 奧林匹克數學組 4. 創意科技組

5. 資訊科技組

體育

1. 田徑組 2. 女子排球組 3. 足球組 4. 羽毛球組

5. 乒乓球組 6. 男子籃球組 7. 跆拳道組 8. 國術組

9. 舞蹈組 10. 中國舞蹈組 11. 女子藝術體操組 12. 花式跳繩組

藝術

1. 弦樂組 2. 管樂組 3. 中樂組 4. 合唱團

5. 美術創作組 6. 國畫組 7. 書法組 8. 話劇組

9. 英文話劇組

興趣 1. 校園電視台

社會服務 1. 男幼童軍 2. 小女童軍

學校組總冠軍作品—

未來世界探檢之旅。

陳校長與獲故事寫作大獎同學合照

創意科技組

童協基金會—「為善寫作」圖書創作比賽2013

  本校有五組同學參與「為善寫作」圖書創作比賽。此項慈善寫作活動極具意義，參加的學

生不僅能在創作過程中鍛鍊寫作及繪圖能力，而他們的作品亦有機會結集成書作公開義賣，所

得的收益會撥作兒童慈善用途。

  5A范子牽同學、4C范子希同學及繪圖員4C呂肇民同學所創作的故事《未來世界探險之

旅》已被出版成彩色中英文故事集《童協基金會作品集》《第二冊》。4A黃柏陶同學及5B布

紀彤同學亦分別獲得最具潛質作家及最具潛質畫家獎。其他有份參與的同學亦獲得嘉許證書。

創意科技組
LEUNG KAU KUI PRIM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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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外活動包羅萬有，詳列如下：

多元活動　發展潛能3

英語話劇組

英詩集誦隊

話劇組
舞蹈組



6A黃靖婷接受內地中新社訪問，

介紹本校古箏隊

本校榮獲2013-2014年度「行政長官卓
越教學獎」嘉許狀（體育範疇）

  本校體育科謝兆基老師、黃淑英副校
長、嚴志塵主任、李昌溢老師、王燦鎮老

師用主題：「以生本體育文化落實價值教

育，提升學生身心健康」獲得本年度教育

界殿堂級的榮譽，在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

觀，良好的運動習慣、學習態度、提升體

能水平等工作，表現優秀，被評審團予以

認同與肯定。

  經與組長面談後，本年2月13日有八
位評審員到校進行視學，再經過一輪嚴

格的評審，包括觀課、與教師、家長及

學生訪談，最後獲頒「行政長官卓越教

學獎」嘉許狀（體育範疇），頒獎典禮

於本年七月十一日（星期五）假金鐘添

馬政府總部會議廳舉行。為此，《星島

日報》於5月7日派員到校採訪，本校獲
獎教師與記者分享得獎感受。獲獎教師

還會加入卓師協會，與教育界同工分享他

們的教學心得及理念。感謝老師們多年來

的努力耕耘，期望他們繼續為孩子的優質

教育而努力！

傳媒報道

星島日報2014年7月11日特刊

校友會
主席的話

校友會會員大會投票

校友們支持萬人行贊助券
盆菜宴

校友會陳景輝副主席出席六年級畢業禮後與本校
校監、校董及主禮嘉賓林煥光議員GBS,JP合照

獲獎老師與陳校長合照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9

校友會於2013年成立，在過去一年裡，我們舉行
了會員大會、聯誼活動包括聚餐和盆菜宴，更

順利完成「校友校董」選舉，本人有幸成為校友校

董，代表各校友參與校董會，為推動母校發展盡一

分力。 

  能夠順利舉行以上活動，實在有賴母校及各會
員的支持，希望各位能繼續積極參與未來的活動。

同時，在此呼籲各位剛畢業的校友們能夠加入校友

會的大家庭，繼續與母校及校友間保持聯繫，令校

友會這棵幼苗能茁壯成長。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校友會主席
潘玉瑜女士



  為人父母，有時無意中有些「呷醋」。每天放

學回家，孩子總喜歡說著哪位老師怎樣好，哪位老

師獎勵甚麼，集夠印仔，哪位老師又話可換禮物。

既然孩子都這樣開心，愛自己的老師。作為家長的

我只可講句：辛苦您們、感謝您們、園丁！

3A 陳葦軒家長

  時光飛逝！小兒舜賢快畢業了！回想這

六年光陰，舜賢得各位老師悉心教導、校長

關懷問候，令到這小子改變很多⋯⋯學習、

對人態度變得積極有禮，做媽媽的我很欣

慰！多謝各位！

6A 鄧舜賢家長

親愛的各位老師：

  你們好！首先，真誠的向您們說聲「老師辛苦了，

我謝謝您們！」我那調皮搗蛋的小朋友，您們總是以

謙和、積極、具有愛心的態度引導我的孩子，如今我

的孩子是一個既懂事，又愛學習的好孩子，最使我欣

賞的是每天上學、放學、都有一個外籍英文老師在校

門口迎接、能叫每一個新生、舊生的英文名，放學時

校長親自歡送學生、在這裏，我要深深地向您們鞠躬，

以表我的謝意！

2D 鄺澧汶家長

  Thank you for all your love and 
care for my children. All teachers 
are doing such great job teaching 
the students.

4C 范子希家長

家長心聲
  小女雅韻入讀琚校雖然不足兩年，但是她的普通

話表達能力，令我感到很欣慰。沒唸小學之前，她說

的會是「港式國語」。一年級暑假時，已用完整的句

子和國內的表兄妹交談。親戚們都詫異香港的小孩講

普通話發音比內地的小孩好；而且平、翹舌音也唸得

很清楚；兒化音也能帶出來。我為此感到自豪！在此

替女兒衷心感謝琚校的全體老師！

2E 葉雅韻家長

  每天上課前，不論晴天、雨天，老師

總是站在學校門前迎接回校的學生，這份

不辭勞苦的精神，真值得表揚。

4B 黃宛驊家長

4C 范子希家長4C 范子希家長4C 范子希家長4C 范子希家長4C 范子希家長4C 范子希家長

LEUNG KAU KUI PRIMARY SCHOOL
LOK SIN TONG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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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預約
到校參觀

校址：香港新界天水圍天瑞邨

網址：www.lst-lkkps.edu.hk

電郵：lkkps@lst-lkkps.edu.hk

電話：2448 6022

傳真：2447 83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