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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為九龍樂善堂轄屬政府資助全

日制小學，校舍新型，教學設施齊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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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完美人格．

開創豐盛的人生。

本屆畢業生與主禮嘉賓教育局元朗區總學校發展主任鄺英偉先生及嘉賓合照

我們畢業了！

完美人格 豐盛人生

2017-2018畢業生獲派部分中學：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趙聿修紀念中學	

元朗商會中學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元朗公立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香港專業管理協會羅桂祥中學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升中派位 令人振奮

2017-2018 學生獲派志願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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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96.9%獲派首三志願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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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升中派位結果優異，深受家長及社區人士讚賞。本年度，約81.1%學生

獲派「自行分配學位」及「統一派位」第一志願學校，比率較全港75%為高；

而獲派首三志願的學生約佔96.9%，亦較全港89%為高。



專業團隊  追求卓越
˙	教學經驗豐富，關心學生的學習與品德的培育

˙	建立優質教學研討及觀課交流，重視教師專

業發展及交流，參與教育局舉辦的不同計

劃，如小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課程

領導學習社群、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試辦

計劃等

˙	與教育局、伙伴學校進行協作及教學研究計

劃，如PLP-R/W、KIP、「語文教學支援服

務——英國語文」計劃、「From	Coding	 to	

STEM」等

˙	參加「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

劃」，並獲安徽教育局邀請參與安徽省合肥

市第十一屆安徽‧香港“區域聯動．同課異

構”課堂教學研討暨校長論壇活動；接待安

徽姊妹學校及廣州市協和小學來校進行交流

活動

˙	參與九龍樂善堂轄屬小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

日：由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教師及學生工

作小組召集人李浩然博士、教育局課程發展

處（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關伯強總課

程發展主任及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幼稚園及

小學/常識）李貝茜課程發展主任主持基本法

教育工作坊，也邀請了張笑容女士主講「運

用MBTI（十六型人格）提升協作關係」講座

˙	參與及舉辦多次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如元

朗區小學聯校教師發展日、皮革製作工作

坊、Wargame	攻防箭、Edmodo,Kahoot！及

Socrative資訊科技工作坊等

2017-2018教師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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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教師年資

內地學校來校交流

李浩然博士主講基本法教育工作坊

張笑容女士主講「運用MBTI
（十六型人格）提升協作關係」講座

樂善堂轄屬小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Wargame攻防箭

全體教師合照



多元學習  擴闊視野
˙	推行啟發潛能教育、合作學習法、電子化教學、資優教育及小班教學等

˙	中、英、數三科專科專教，所有英、普老師均符合基準要求

˙	重視兩文三語的學習：每周均有英文日及普通話日；由外籍老師每周在英語室上

PLP-R/W課堂，中文科會以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

˙	安排小一學生參與暑期「小一愉快學習新幹線」課程，並設雙班主任，與家長緊

密聯繫

˙	由陳校長親自以普通話教授聖賢經典《弟子規》，加強品德教育，培養孩子從小

孝順父母

˙	提供多元化的課程及活動，如生活教育計劃、全

方位跨學科學習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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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讀小天使伴讀計劃等

˙	參與不同的精彩境外考察學習活動，如『同根同

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活

動（廣州、惠州、梅州、東莞、中山）、台灣環

保體驗之旅、星加坡多元文化體驗之旅、台灣電

波少年流浪記、沖繩電波少年流浪記、聯校精英

領袖軍紀體驗營（黃埔軍校）等

小一愉快學習新幹線：
齊齊上課學規矩

同根同心交流計劃：參觀孫中山紀念館

學校旅行樂趣多

齊唱	English	Wednesday	歌

學生積極參與
普通話攤位遊戲

沖繩電波少年流浪記：
到底有沒有這班車？



話劇組

長期訓練活動

範疇 組別名稱

學術及科技
劍橋英語班 英文故事繪本組 奧林匹克數學組 創意科技組

資訊科技組 辯論隊 Game	to	Learn	程式設計 －

體育

田徑組 女子排球組 羽毛球組 足球組

乒乓球組 男子籃球組 跆拳道組 國術組

舞蹈組 啦啦隊 花式跳繩組 飛盤隊

健球隊 － － －

藝術

管弦樂團 手鐘隊 古箏組 合唱團

國畫組 小小藝術家 書法組 話劇組

英文話劇組 校園電視台 園藝組 －

社會服務 幼童軍 公益少年團 小約翰 少年警訊

管弦樂團

啦啦隊

創意科技組
跆拳道組

古箏組

合唱團

小小藝術家

舞蹈組



全年獲獎
718項

激發實力  盡展潛能

作文及朗誦
「回歸盃」第七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大賽
小學團體優異金獎、小學個人組優異金獎3項

「孝為本」徵文比賽
高小組冠軍、

嘉許獎15項

第69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
亞軍2項、季軍4項、

優良獎113項

健球隊
冬季小學校際健球比賽2017
冠軍及亞軍

2017-2018年度小學校際健球比賽
精英組冠軍

女子排球隊
2017-2018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女子組冠軍、傑出運動員2項

健康教育週小學排球邀請賽
女子組盃賽冠軍

女子學界排球精英賽
2018
精英組亞軍

花式跳繩隊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18
元朗區男子組總成績亞軍

元朗區女子組總成績季軍	

冠軍25項、亞軍29項、季軍25項

香島盃-元朗、屯門及北區小學
跳繩大賽2018
元朗、屯門及北區小學校際總成績殿軍

冠軍7項、亞軍3項、季軍3項
英文話劇組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18
傑出合作獎、
傑出演員獎7項

創意科技組
2018香港機械奧運會
（小學組）手搖發電
機械人拉雪橇比賽
第一名及第二名

辯論隊
第二屆《辯論公堂》小學辯論比賽
專業評審獎

第五屆「耀道盃」小學校
際辯論邀請賽
最佳辯論員及小組季軍

第五屆《基本法》多面體—
全港小學生辯論賽
最佳辯論員

音樂
第70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亞軍1項、季軍1項、

優異獎15項、良好獎23項

聯校音樂大賽2018
手鐘比賽銀獎

香港手鈴節—第十三屆校際
手鈴比賽
優良獎

奧數組
左腦激盪大挑戰─合24小學賽
個人賽冠軍

第十屆伯特利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團體一等獎

第十一屆「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各級賽事共獲一等獎5項、二等獎15項、三等獎24項

2018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各級賽事共獲金獎1項、銀獎3項、銅獎13項

傑出小學生
新界鄉議局第十二屆元朗區
傑出小學生選舉
十大傑出小學生



家校攜手 互信互賴
	 	 本校與家教會聯合舉辦不少活動，例如：家長日、各級家

長會、升中家長會、親子工作坊及教育子女的專題講座等，期

望透過各項活動促進學校與家長間的溝通。

	 	 在2017-2018學年，本校「家長學院」，鼓勵各家長持續

學習，多參與家長教育課程及各項家校活動，同時，增加家長

彼此間的聯繫，交流教養心得，建立支持互助網絡，從而提升

親子關係，讓子女健康成長。

	 	 家教會亦設立了「家長義工隊」，為學校及學生提供早上體

溫檢查、圖書伴讀、送午膳及協助銀禧校慶匯演工作。家長義工

們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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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售旗活動及「家長也敬師活動」等等。

	 	 家教會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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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學校的運作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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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籌款及陸運會親子接力等，提供多元化的活動，增強家長對

學校的歸屬感。

	閒聚星期二活動

	家教會新春團拜

	家長也敬師活動

2A班	吳芷柔家長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是一所充滿愛的學

校。作為家長很放心將孩子送到	 	貴校學

習。前段時間，學校籌辦的銀禧校慶活動，更

是令人震奮和感動。我深深地感受到校長和老

師們盡心盡力的付出，為學生提供了一個

良好的學習環境。

6A班	廖讚琛家長

真感謝小兒有機會成為樂善堂梁銶琚

學校的一份子。過去六年，校長、老師都給

予小兒許多的鼓勵和支持，使他能夠擁有一雙

碩大而靈巧的翅膀，在廣闊知識的天空裏

展翅翱翔。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學會了積

極、正面的人生態度，面對將來的難

關及挑戰。謝謝！

1C班	古曉桐家長

感謝校長和老師們對所有學生的悉

心教導和照顧，好讓曉桐更懂得尊重老師

和愛護同學。尤其欣賞舞蹈組的學兄學姊懂

得細心照顧低年級學妹，覺得非常難得和

感動。可見校長和老師們背後默默地付

出，實在功不可沒！

家教會會議

4B班	梁天賜家長

本人覺得		貴校開展的課外活動和家

長學院都是非常值得讚賞。課外活動提高

了小朋友們團結互助的能力，也增長了不

少的見識，而家長學院則可以讓家長學

到更多教育小朋友的方法。

家長心聲

	聯校家長義工活動



全面推動 品德教育 
透過校本訓輔活動強化學生「誠信」的價值觀，鼓勵學生在生活中實踐出

來，從而做一個富有誠信的好學生，讓學生成為樂於為社會服務的公民。

˙	「我的承諾」日

˙	校本輔導獎勵活動主題-誠信

˙	誠信故事分享站

˙	「全城‧傳誠」元朗區倡廉活動2017/18

˙	Easy	Easy好小事

˙	雪糕同樂日

˙	手指陀螺

˙	誠信孩子逐個捉

˙	誠信金句急口令

˙	我最喜愛的誠信金句

˙	誠信果子樹

˙	主題講座—誠信

˙	攤位嘉年華

˙	聯校精英領袖軍紀體驗營

	 	 2015畢業的校友李柱鋒於

2017年9月20日獲警務署頒發

「好市民獎」，成為本期最年青

的得獎者。就讀琚校期間，柱鋒

曾擔任風紀隊長、籃球隊隊長、

跆拳道組隊長，是一位極具正義感的學生，他亦立志將來當

一名警察，服務市民大眾。

傑出校友  李得文
	 	 校友李得文2003年畢業，現役澳門保齡

球代表隊隊員，並擔任澳門保齡球青少年隊教

練，也是澳門首位保齡球代表。他在2013年獲

得「澳門傑出運動員獎」及於2015年亞洲排名

第六，近年亦多次於公開賽獲獎，獎項如下：

(2015)	第二十九屆亞洲城市保齡球錦標賽季軍

(2017)	南京‧五台山保齡球冠軍賽男子組冠軍				

(2017)	亞洲巡迴賽澳門站男子組季軍

(2018)	亞洲保齡球排名巡迴賽(台北站)冠軍

傑出校友  李柱鋒

誠信金句急口令

手指陀螺大放送

我的承諾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