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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慶祝創校廿五週年，本校於 2018年 5月 18日
（星期五）舉辦「銀禧校慶典禮」暨「銀河希望旅程
（銀禧情）」大匯演，讓全體師生一同分享這份喜悅。
當天，本校非常榮幸邀請到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太平紳
士親臨主禮，令活動生色不少！而大匯演則以瑪綽雅
（Mature）尋找森布王子（Prince Simple）的銀河奇
幻旅程為背景，穿插話劇組、管弦樂團、手鐘隊、合
唱團、舞蹈組、中國舞蹈組、啦啦隊、跆拳道組、花
式跳繩組、鋼琴獨奏、古箏組、教師合唱等精彩表演。
匯演中，台前幕後逾三百五十位師生上下一心、通力
合作，贏得全場觀眾如雷的掌聲！

校址：香港新界天水圍天瑞邨  網址：www.lst-lkkp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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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傑出教學獎  本校姜婉珊主任、練嘉佑老師、何國媚老師及石卓雯老
師參加教育局與南聯教育基金合辦全港「第二屆品德教育傑

出教學獎」。經評審訪校、觀課及面談後，他們讚揚本校在

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及品德教育範疇中有傑出的表現，所

以獲頒授傑出教學獎。頒獎典禮於 5月 21日假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舉行，獲獎教師除了獲教育局頒獎外，何國媚老師更

於典禮上分享本校以校訓來推動品德教育的心得。

  其後，何國媚老師及石卓雯老師更獲邀參加「品德教育
傑出教學獎──專業考察海外交流團」，在 5月 27至 6月 
1日遠赴南韓首爾進行考察，了解當地品德教育的現況。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太平紳
士

親臨主禮

眾嘉賓為龍獅掛紅點睛

合唱團的歌聲悅耳動聽

中國舞蹈組的舞姿活潑可人
跆拳道組傾力演出

小演員的演技精湛

全體表演生合唱《銀
禧

情》謝幕，場面感人

雷克寧創校校長、張美
玲前任校長及陳婉婷校
長合照留念

評審與一至三年級學生一起進
行了一節課，學生從有趣的故
事中，學習正確的價值觀

訪校當天由琚校大使帶
領一眾嘉賓參觀校園

何國媚老師及石卓雯老師獲教育局
邀請遠赴南韓首爾進行考察活動

何老師及石老師到首爾的
學校作參觀及進行交流

教育局官員、學者及評審於 2018 年 4月
11 日訪校了解琚校推行品德教育情況

這次交流活動更獲中國駐
南韓大使館專員接待



  本校響應樂善「糖」甜心行動，於
2018年 3月進行校內認購活動，全校
師生共襄善舉，共同發揚為善最樂的精

神，最後勸銷總額為 40,461元。本校
並於 2018年 3月 24及 25日進行校外
勸銷，當天於天瑞羅馬廣場進行戶外勸

銷義賣糖果活動。感謝各家長及同學多

年來的支持，期望下年度的義賣活動能

籌得更多善款。

  是次比賽本校共派出 51位田徑組運動員參賽，並榮獲多項佳績，
獲獎詳情如下 :
(a)男甲、男乙、女甲、女乙團體冠軍，女丙團體亞軍，男丙團體殿軍；
(b)男甲、男乙、女甲、女乙 4x100米接力賽冠軍，男丙、女丙亞軍；
(c)個人全場冠軍 1項、亞軍 1項、季軍 3項及殿軍 3項；
(d)個人賽事冠軍 13項、亞軍 7項、季軍 10項、殿軍 6 項；
(e)鄧澤源刷新男甲跳高紀錄，成績為 1.49米；
(f)本校啦啦隊於啦啦隊比賽贏得「最具活力動感獎」。

第二十七屆
聯校運動會  

 謝兆基老師參加香港教練培訓
委員會主辦的「2017賽馬會香港優秀
教練選舉」，獲得「學校優秀教練獎」，

可喜可賀！

學校優秀教練獎

樂善「糖」甜心行動 2018

馮悅童同學的眼神充滿鬥志

比賽過後來張大合照 !
李老師在比賽前跟運動員作最後指導

鄧澤源同學當天刷新了男甲的跳高紀錄

比賽前緊記做足熱身運動

在陳校長的鼓勵下，我們一
定會盡力勸銷糖果的

陳校長到天瑞羅馬廣場支持
樂善「糖」甜心行動

我們努力售賣樂善「糖」

爸爸和媽媽也一起
來支持樂善「糖」
甜心行動

看！我們的親子售賣樂善「糖」
活動，籌得很多善款呢！2



  去年十二月十八至廿一日，陳校長率
領十二名教師及十名學生前往安徽省參與第

十一屆 "區域聯動  同課異構 "課堂教學研
討。本校雷嘉雯老師、梁佩文老師、何國媚

老師及黎銘怡老師分別教授了中文課及英文

課，並觀摩當地老師的教學，分享教學心得。

而十名學生則與蕪湖巿育紅小學及蚌埠巿蚌

山小學的學生結對成學習小夥伴，互相認

識、了解，一起上課及進行文化體驗活動，

眾人都非常珍惜這難能可貴的學習機會。

  琚校參加了『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

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畫（2017/1 8）」之東莞
及中山的歷史人物及事件（2天團），為學生
提供不同的學習經歷，加深他們對內地的歷史

文化、風俗特色、自然保育等各方面的認識。

  同學們參觀了威遠炮台、鴉片戰爭博物館
等等的名勝古蹟，獲益良多！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至二十七日，學校安排了三十個四至
六年級學生參與「沖繩電波少年流浪記」。在六天的時間中，同

學的足跡從香港機場至那霸、糸滿、東村、北谷，他們探索及計

劃流浪行程，自行尋找隱世民宿，體驗琉球特色藝術 DIY，經歷
「追巴士」，採購膳食，體驗露營，「我要做大廚」，並實踐「我

要做領隊」等等活動。在四月二十七日進行故事地攤活動，各學

生分享自己在沖繩流浪時的故事，而參與的教師和家長也耐心聆

聽他們的故事，讚賞他們的勇氣及嘗試，期待學校繼續再安排流

浪活動，擴闊學生的視野，多訓練他們自我照顧、與人溝通合作、

冒險及承擔的精神。

安徽．香港兩地學習交流團

同根同心境外考察

老師們觀課和進行教學研討 與小夥伴一起
上課

參觀蚌埠市三館

參觀蕪湖信義生態園

在生態園內享用新鮮味美的蔬果

同學們參觀鴉片戰
爭博物館 !

同學們在威遠炮台前拍照留念 ! 同學們與國父
孫中山

銅像拍照留念
!

同學們一起依依不捨的大合照 !

同學們牢牢記住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金句 !

沖繩電波少年流浪記及地攤

大家都好奇學生如何解決流浪時的困難

大家專心聆聽學
生的體驗

「路在口邊」，服務員悉
心講解前往民宿的路線

候車時在大草地奔馳，向共同的目的地進發。完成手工玻璃杯後，大家都感到滿意和自豪。

文化大使向老板
娘介紹本校網頁

3



常識科活動
一年級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

  本校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三日安排四十位一年級學生參觀香港動植
物公園，讓學生對保護環境、動物及生態有更深入的認識，以及加深對

動、植物和溫室的了解。學生對此活動甚感興趣，表現得十分積極投入，

學校來年亦會舉辦此項參觀活動。

  本校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三日安排四十位一年級學生參觀香港動植
物公園，讓學生對保護環境、動物及生態有更深入的認識，以及加深對

二年級參觀天水圍消防局

  本校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日安排了四十位二年級學生
到天水圍消防局進行參觀活動，讓學生可以實地考察消防

局，學習有關消防知識，認識消防車輛和消防裝備，以及

了解消防員的工作，同學們都表現得十分投入及興奮。

三年級參觀科學館

  為了讓學生透過操作展品來發現當中的科學原理，從中體
驗探索和學習科學的樂趣，本年度安排了全級三年級學生於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參觀科學館，同學們當天都非常興奮，

對展品有濃厚的興趣。學校計劃明年亦會舉辦參觀科學館活動。

  5 月 25、26 日，六年
級同學於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進行畢業宿營，師生不但一

同參與各項康體活動，更一

起渡過了刺激、難忘的晚

會，最後更互相 送上祝福及
紀念品，場面感人。

  為了培養小學生敬老護老的精神，鼓勵學生參
與義工服務，寓服務於學習，本校與香港元朗明愛

長者社區中心合辦義工服務學習計劃，安排四年級

學生於成長課及多元智能課進行一系列的義工服務

訓練，並於 5月 3日及 31日與琚校家長義工一起
探訪居於元朗的獨居長者。透過傾談及慰問，了解

長者的生活，培養學生服務社群的精神。

畢 業 宿 營

義工服務
  學習課程

從長者身上，我們學會了
很多很多

看看我們的本領

我們很喜
歡和長者

聊天 最後，大家都依依不捨

同學們都非常專心聆聽導賞員
的講解

園內的動物真
可愛

與消防員一起拍張大合照 ! 嘩 ! 這位消防員十
分英明神武 !

一起拍張大合照 嘩 ! 這架飛機真大啊 !

不要小看我們

吶喊助威

很好玩呢 !.

感動的場面

盡訴心底話

與胡主任合照

第十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元朗區）
全場殿軍     創意解難冠軍    急轉彎殿軍
左 6A譚子賢  6A 吳日辰       6A 葉雅韻4



小演員大合照！

  創意科技組於 12/5/2018參加了「香港機械奧運會
2018」比賽，當日場面非常熱鬧，有陸上和水上的機械
人比賽，同學們都大開眼界！

  本校在「手搖發電機械人拉雪橇比賽」中脫穎而
出，5E何康茵、3A黃文迪、3C胡可欣勇奪冠軍 ;而
4A羅仲晞、3A 林健朗、3B 王寶瑜亦奪得亞軍！他們
更獲選為香港代表隊，代表香港參加在暑假舉行的機械

奧運會國際賽。

創意科技組奪冠

  琚校的英文話劇組於「香港學
校戲劇節 2017/2018」中表現出色，
各演員均投入演出，他們為了比賽，

不惜加時綵排，結果獲得 7項「傑
出演員獎」及「傑出合作獎」，值

得表揚嘉許！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2018年 3月 4日（星期日），6A葉雅韻同學
於「第十三屆小學生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中成功

躋身二十強，勇奪「特級優異獎」。是次賽事有接

近八十所小學參加，逾二千七百人

次參加，並邀得香港中文大學文學

系鄧立光博士、香港嶺南大學中文

系劉燕萍教授、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中文科科目經理葉子杉先生擔任中

文組評判，給予寶貴的意見，令參

賽者獲益良多！

葉雅韻同學奪作文比賽「特級優異獎」

  恭賀本校 6A林家滿同學及 6A葉雅
韻同學於「第十二

屆元朗區傑出小學

生選舉」脫穎而

出，分別獲選為

「傑出小學生」及

入選「首 20名」。
校長與得獎學生合照

林家滿同學榮膺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     

  本校奧數組再創佳績！於第十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元
朗區）中，第一隊獲得全場殿軍、創意解難冠軍和急轉彎殿軍，

第二隊亦獲得優異獎。優異的成績全賴組員努力不懈地學習，

反覆練習，憑着堅毅的精神破解一道道數學難題。

  此外，奧數訓練班學員亦參加了由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主辦的「華夏盃 ®」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及亞洲國
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成績非常理想。一等獎
7項，二等獎 17項，三等獎 35項。希望同學繼續努力，勇創
佳績！（訓練老師：嚴志塵老師、王月萍老師）

  恭賀本校於「2018年度國際聯校學
科評估及比賽 (ICAS)」榮獲 8項「榮譽
證書」！獲數學科「榮譽證書」學生有

5A陳泓鵠、5A蕭海竣及 5A黃珈銘；
獲科學科「榮譽證書」學生有 4A余逸
浩、5A黃璟鈺、5A李進謙、5A蕭海竣
及 6A吳日辰。

2018 年度國際聯校
    學科評估及比賽 (ICAS)    

奧林匹克數學組再創佳績

獲數學科「榮譽證書」學生 獲科學科「榮譽證書」學生

第十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元朗區）
全場殿軍     創意解難冠軍    急轉彎殿軍
左 6A譚子賢  6A 吳日辰       6A 葉雅韻

第十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元朗區）  優異獎
6A廖讚琛  6A 李鎂琪  6A 陳浩崙

6A葉雅韻同學於「第
十三屆小學生中英文
現場作文比賽」勇奪
「特級優異獎」。

衝呀！加油！加油！

恭喜同學們在「手搖發電機械人
拉雪橇比賽」中取得冠軍和亞軍

演員的表演十分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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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跳繩組共參與了兩項大型比賽，成績優異，詳情如下：

比賽 獎牌數目 團體獎盃

全港小學分區跳繩比賽 2018 21冠、27亞、
19季及 5殿

男子組獲元朗區總成績亞軍
女子組獲元朗區總成績季軍

香島盃：元朗、屯門及北區跳繩大
賽 2018

5冠、3亞、3季、
2殿、5優異

元朗、屯門及北區校際總成績
殿軍（共 26間小學參賽）

  為慶祝本校 25週年校慶，特意於 1月
20日（六）舉辦「銀禧校長盃閃避盤比賽」，
本年參賽隊伍多達 24隊，學生人數共 192
人，場面非常熱鬧。各位參賽同學十分投入

比賽，比賽刺激緊張，最後的師生賽更把全

場氣氛推上高峰，場面十分激烈。

女子排球隊參加校外比賽，獲得多個獎項，包括：

²「2017-2018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女子組冠軍

²「健康教育週小學排球邀請賽」女子組盃賽冠軍

²「女子學界排球精英賽 2018」精英組亞軍
²「2017-2018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傑出運動員（6C李瑋霖、6C羅穎芊）

花式跳繩組校外比賽佳績  

銀禧校長盃閃避球盤比賽銀禧校長盃閃避球盤比賽銀禧校長盃閃避球盤比賽銀禧校長盃閃避球盤比賽

女子排球隊奪冠 

  第七十屆學校音樂節於 2018年 3月至
4月期間舉行，本校派出各級同學參與共
39項比賽，成績令人滿意。
  同學經過艱辛的練習後，於個人比賽
項目中，5B周樂穎同學於二級鋼琴獨奏比
賽中奪得亞軍，而 5B陳紫冰同學於二級鋼
琴獨奏比賽中奪得季軍。另外，本校亦獲

得 15項優良獎及 22項良好獎。

學校音樂節佳績 

從陳校長手上接獲獎盃，意義
更顯重大

大合照雲集了 26 間小學的跳繩健將

看招 !要
打中呀 !

同學們有秩序地參
與校長盃頒獎禮

大合照雲集了四至六年級的閃避盤高手

  本校 4A班學生參加由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
主辦，2017-2018年全國青少年「菁英盃」語文知識
大賽──全國現場作文比賽，於初賽、決賽及總決賽

中共取得三項一等獎，一項二等獎及七項三等獎。張

婉琳同學更於總決賽中獲一等獎，成績超卓。

全國現場作文公開賽

成績優異

得獎生（前排左起）曾雯茵、鄧考嵐
、林靜姍

 （後排左起） 黃銳思、馬千雅、張
婉琳與陳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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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陳詩雅老師弄璋之喜

大合照雲集了 26 間小學的跳繩健將

  校友會為慶祝琚校創校廿五周年，特意
舉辦了銀禧聚餐，讓師生們聚首一堂，回想

昔日點點師生情！當晚師生人數接近三百人，

多位退休老師和現任老師均有出席，氣氛融

洽有序，充滿温情，非常熱鬧！

  本年度家教會親子旅行於 2018
年 3月 3日（星期六）順利舉行。
當天共有三百多位參加者往三棟屋博

物館、馬灣大自然公園及廸欣湖遊

覽。當天天氣十分晴朗，家長及小朋

友們都十分享受親子樂呢！

  陳老師家中於五
月增添了一名新成員，

小寶寶在五月份出生，

是一名男孩子，非常

可愛！ 祝小寶寶快高
長大！

  本校於 2018年 5月 11日（星期

五） 舉行 2017年度優秀教師選舉，以

表揚及肯定教師各方面的努力。
當日包

括兩項選舉，分別是第二十三屆
「表揚

教師計劃」，以及 2017-18年度樂善

堂教師獎勵計劃。經過一輪投票
後，最

終由謝兆基老師、劉詩婷老師、
張健欽

老師及票數相同的黃淑英副校
長和李

麗兒主任當選。

  另外，2017-18年度樂善堂教師獎

勵計劃中的「關愛支持」範疇，
由蔡穎

雯主任當選，至於「學與教」範
疇則由

張健欽老師當選。

2017 年度優秀教師選舉

校友會銀禧聚餐

家教會親子旅行

第二十三屆「表揚教師計劃」得獎老師們合照

2017-18 年度樂善堂教師獎勵計劃中的「學與教」
及「關愛支持」範疇得獎老師─張健欽老師與蔡穎雯主任。

主席和得獎舊生們一起合照
黃副校長

和舊生言
談甚歡

舊生們和老師們一起大合照

在馬灣公園來張大合照

在三棟屋博物館與
李老師開心自拍

大家排排坐好，1-2-3，咔嚓 !

大家好 ! 我最喜歡睡覺，請大家多多指教 ! 7



  本年度家教會新春團拜於 2018年 3 月 7
日（星期二）下午 1:45於學校禮堂舉行。今
年的團拜家長們繼續大顯身手，為老師們炮製

美味又精緻的食物，實在令人垂涎欲滴 ! 部分
家長更是自掏腰包，出錢又出力製作美食供大

家享用。本會代表全體教職員，由衷感謝有關

家長的無私奉獻 !

      本校的家長為了表達對老師的敬意，特
意精心製作手工香皂及驅蚊水作為敬師禮

物送予老師，禮物既富心思又實用。家長

們更安排於 4月 23日早會時段送上心意卡
及禮物，由陳校長代表全體老師接受。在

此衷心感謝各位家長們 !

  本校於本學年舉行不同的家長講座，家長出席率高，積極投入參與！
舉行日期 講題 主辦單位 /講者

17/10/2017（二）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一）~ 傾聽童心有妙法 琚校駐校社工 盧姑娘

7/11/2017（二）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二）~ 價值觀念的培育 元朗大會堂 家庭生活教育組 陸鳴茜姑娘

12/12/2017（二）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三）~ 為孩子訂立界線
心靈階梯 ~培訓總監

余國健先生

20/1/2018（六）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四）~ 增強孩子記憶力
明愛天水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梁麥鳳嫦姑娘

7/2/2018（三）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五）~ 了解孩子心 元朗大會堂 家庭生活教育組 陸鳴茜姑娘

24/3/2018（六）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六）~ 管教孩子由夫婦開始 心靈階梯 ~培訓總監 余國健先生

18/4/2018（三）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七）~ 處理兒童焦慮及情緒問題 醫院管理局 醫務社工陳姑娘

8/5/2018（二）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八）~ 如何成為孩子的情緒教練
童軍知友社賽馬會 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

王麗賢姑娘

  本學年第二屆琚校家長學院完成
課程畢業的學員共有 107位，其中
榮獲金獎有 29位，銀獎有 18位，
銅獎有24位，證書36位，成效理想。

第二屆琚校

家長學 院畢業學員 

家教會新春 團拜

「家長也敬師」活動             

家長講座

祝各位新年快樂啊

食物不僅賣相精美，
味道更是一級棒

團拜前先來張喜氣
洋洋大合照

琚校的家長們
可真是烹飪高
手呢 !

參與製作的家長們合照 於早會送上心意卡及禮物 準備包裝手工香皂

認識兒童焦慮
情緒

管教孩子由夫婦開始

畢業學員名單

  教育局質素保證分部派出五位外評人員到校進行
「校外評核」，全面檢視學校整體的發展情況、自評

工作及改善措施。期間，外評人員閱覽本校各科組的

文件，並進行逾 32節觀課。外評隊並與本校校監、校
長、師生及家長進行會議及面談，了解學校的運作。

他們對學校各方面的工作均給予肯定及高度的評價，

並提供一些優化建議 ，俾能讓本校教育服務精益求精。

校外評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