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接銀禧校慶
陳婉婷校長

	 二零一八年，梁銶琚學校便二十五歲了，不經不覺琚校已為天水圍社區服務了接近四分
一個世紀，我們很多的畢業生已長大成人，有些甚至已為人父母，他們的孩子今天也回母校
讀書，看著一屆又一屆的畢業生，又看著琚校一天又一天地成長，適逢銀禧校慶的同時，實
在感受良多……
	 	 在這二十年教育改革的巨輪下，琚校同時一起邁步前進，在品德、學科、多元的課外學
習上，努力為孩子營造一個愉快的學習環境。愉快，並不是沒有功課，而是學生能用積極的
態度及方法去完成；愉快，並不是沒有考試，而是讓學生學會明白考試的意義，用正面的心
態去面對；愉快，並不是沒有壓力，而是讓學生懂得解難，能夠把壓力轉
為動力。孩子們有了良好的價值觀與態度，相信無論將
來遇到任何困難都不會懼怕，都懂得處理及面對。感恩
在老師及家長的共同努力下，琚校的孩子的表現獲得眾
多街坊、校外人士和嘉賓的讚賞。
	 	 今年五月，琚校將慶祝二十五歲的生日，很多的慶祝
活動也已陸續展開，讓琚校大家庭的成員一起分享校慶的
喜悅，準備邁向下一個二十五年﹗

	 九龍樂善堂轄屬小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於 2017
年 10月 6日 (五 )	在樂善堂劉德學校舉行。當天早上，
李浩然博士分享了有關基本法條文中的爭議部份，關
伯強總課程發展主任講述了基本法教育的推行，而李
貝茜課程發展主任介紹了小學常識科修訂課程中有關
基本法的內容。下午時段則由張笑容女士分享了「運
用 MBTI（十六型人格）提升協作關係」講座。大家從
工作坊及講座中明白了現在基本法教育的推行情況，
怎樣善用 MBTI 的分析與同事、家長及學生相處與溝
通，當天各個的分享內容帶給同工不少的提醒及啟迪。 全體同事與嘉賓合照留念

樂善堂轄屬小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校 長
  的話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校址：香港新界天水圍天瑞邨    網址：www.lst-lkkps.edu.hk

Lok Sin Tong Leung Kau Kui Prim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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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期

張笑容女士分享了
「運用MBTI（十六
型人格）提升協作關

係」講座

關伯強總課程發展主
任講述了基本法教育

的推行

李浩然博士分享有
關基本法條文中的
爭議部份

李貝茜課程發展主
任介紹了小學常識
科修訂課程中有關
基本法的內容 1



獎學金名稱 班別 學生姓名

學行優異獎

2A 徐子凈

2A 蘇啟聰

2D 曾卓凡

3A 黃展珀

3A 何振麒

3A 余健樂

4A 張譽雯

4A 李欣婷

4A 馬千雅

5A 李進謙

5A 藍卓翹

5A 李熙堯

6A 葉雅韻

6A 李鎂琪

6A 廖讚琛

畢業生 關婉婷

畢業生 黃懿澄

畢業生 曾韋龍

進步獎

3C 吳穎晞

4C 黃靖桐

5A 林紹淇

梁泳釗醫生獎學金 6C 樂琦琳

張念平先生獎學金 5A 李宛殷

張念平先生獎學金 6A 李鎂琪

張念平先生獎學金 6C 李瑋霖

張念平先生獎學金 6C 黃諾恩

	 	 「樂善堂萬人行 2017」籌款活動已順利完成。
本校今年榮獲全場最高籌款總額獎冠軍及小學組單
位最高籌款額獎冠軍，全校籌款金額達 $130,370。
小學組個人最高籌款獎亞軍及季軍分別由 4E 周子軒
及 4C	陳迦蔚奪得。
	 	 2017 年 11 月 12 日假沙田馬場舉行的「樂善
堂萬人行」籌款步行活動，本校約有 278 名師生及
家長參與。此活動乃本堂一年一度之大型慈善籌款
活動。是次籌款為提升本堂醫療、教育及老人福利
等服務之水平，活動意義重大。但當天因天雨關係，
該步行活動臨時取消，所有參與活動的師生及家長
需跟隨旅遊車折返學校解散。而最高籌款額冠軍的
獎項由 4C 陳迦蔚同學於沙田馬場代為接領。 小學組個人最高籌款獎季軍

由 4C 陳迦蔚獲得

4E周子軒榮獲
小學組

個人最高籌款
獎亞軍

本校今年榮獲全場最高籌款總額冠軍，由樂善堂郭予宏主席頒發，並由陳迦蔚同學代表接領。

「樂善堂萬人行」
12-11-2017

	 九龍樂善堂轄屬中小學獎學金頒發典禮已於 11 月 28
日假樂善堂王仲銘中學舉行，本校共有 25 位同學獲獎。
當天更有約20位獲獎學生家長出席，與獲獎生分享喜悅。

九龍樂善堂轄屬中小學獎學金頒發典禮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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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嘗試利用 AR進行模
擬火箭升空體驗

師生共渡了愉快的一天!

學校旅行
	 	 高、低年級同學於 11 月 15 日分別到大尾督郊野公園及大埔海濱公園進行本
年度修業旅行。老師與同學們一同享受大自然美景，渡過愉快而充實的一天。(家
長可到 eClass 數碼頻道瀏覽更多旅行相片 )

擺個靚pose影相
先! 陽光普照，旅行特別開心!

齊來玩吧 !來個大合照!

Yeah!期待已久的旅行終於到
了!與陳校長合照

師生一起野餐

	 	
	 本 校 4A 及 5A 全 班

學生於 9 月 26 日到灣仔會議
展覽中心出席由教育局舉辦的參觀

活動「創科博覽 2017」，主要讓學生
更深入了解國家和香港的科技成就及認
識科技創新的重要性。同學們可參觀各
展區，分別是「天」、「訊」、「海」
等共 20 件古今重點展品的介紹，並參
加了一個科學活動，名為「科學好聲
音」，同學們都表現興奮，投入

參觀，活動也順利完成。

同學正留
心聽導賞

員介紹展
覽品

同學正進行 AR模擬飛行活動

導師講解聲音
傳送的示範

創科博覽
2017

同學正討論船隻的設計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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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宋卓熹
男子粵語詩詞獨
誦季軍莫恩科

6C  鄺澧汶男子
英詩獨誦季軍林麗君

2A  葉廣晉

男子英詩獨誦

季軍石卓雯4A 林靜姍 
女子英詩獨誦
季軍何國媚

4A 鄧霈文
女子英詩獨誦
季軍何國媚

6C 嚴嘉俊

男子英詩獨誦

亞軍林麗君

2D 劉晉廷

男子粵語詩詞獨

誦亞軍成慧賢

3A 石梓涵

普通話女子詩詞

獨誦季軍黃藹晶

	 	
	本 校 常 識 科 安 排

四十五位六年級學生於 9 月 29
日參觀位於添馬艦立法會綜合大樓

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此活動的
目的是加強公民教育，讓學生了解立法
會的運作，提高他們對立法會工作的認
識。當天，學生對立法會四周的環境
甚感興趣，認真聆聽導賞員的講解，
並投入地參與有關立法會工作

的角色扮演。

同學認真聆聽導賞
員的介紹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0-11-2017 ∕ 15-12-2017

同學進行有關立法會
工作的角色扮演

參觀立法會

45 位同學浩浩蕩蕩地到達立
法會綜合大樓參觀

粵語獨誦：1 項亞軍、1 項季軍、13 項優良獎、5 項良好獎
英詩獨誦：1 項亞軍、4 項季軍、57 項優良獎、2 項良好獎
普通話獨誦：1 項季軍、44 項優良獎、9 項良好獎

第五屆香港青少年
巴林普爾音樂節

	 	 於 2017 年 8 月期間，本校 6A 班林家滿同
學參加由港青樂術協會主辦「第五屆香港青少
年巴林普爾音樂節」「巴洛克鋼琴作品」組別
鋼琴比賽，是次比賽由現任英國演奏及教學高
級文憑試考官 Mr	Robin	Zebaida 擔任評判，家
滿於眾參賽者中榮獲季軍。 林家滿同學於

比賽中演奏時

的英姿
林家滿同學奪得鋼琴比賽季
軍，於校內與陳婉婷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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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同學欣
賞《「風」

的故事》

管樂音樂會
前，認真閱

讀場刊。

茂峰智道跆拳道品勢大賽

6C 趙家傑	 冠軍

4B 梁天賜 亞軍

6E 梁梓豪 亞軍

4C 楊樂兒 季軍

5A 林紹淇 季軍

5C 布凱嵐 季軍

6A 吳日辰 季軍

6B 李	 玥 季軍

6C 梁諾謙 季軍

	 本校奧數組喜獲佳績！於十一月
二十五日參加第十屆伯特利盃小學數
學多元挑戰賽，兩隊都能取得團體一
等獎！ 6A 陳浩崙同學更獲得推理大王
冠軍，6A 吳日辰同學則獲得解難大師
季軍！奧數組成員所付出的努力，今
天終有收穫，實在可喜可賀！	( 訓練老
師：嚴志塵老師、王月萍老師 )

	 	 本校奧數組再接再厲，再創佳績！於十二月
二日參加由裘錦秋中學 ( 屯門 ) 主辦的「左腦激盪
大挑戰─合 24 小學賽」，當日比賽相當緊張，競
爭非常激烈！經過三輪緊張又刺激的比賽，5A 藍
卓翹同學獲得高級組個人賽冠軍，而成績最佳的
三位同學則為學校取得團體賽亞軍！比賽中，同
學要保持冷靜的頭腦、敏銳的觸覺和敏捷的思考，
組員在比賽中上了人生的寶貴一課。( 訓練老師：
嚴志塵老師、王月萍老師）

左起：6A李鎂
琪  6A葉雅韻 

6A吳日辰  6A
唐子軒團體一等

獎

裘錦秋中學 ( 屯門 ) 主辦的

「左腦激盪大挑戰」
  合 24 小學賽      

奧數組

各級音樂會欣賞

	 	 於 2017 年 10 月至 11 月期間，本校派
出各級同學欣賞學生專場音樂會，包括 P.5-6
同學於 10/10/2017 到元朗劇院演藝廳欣賞
「香港梨園舞台」粵劇音樂會；P.3 同學於
24/10/2017 到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欣賞《超
越時空的樂器》管風琴導賞音樂會及P.4同學
於7/11/2017到元朗劇院演藝廳欣賞《「風」
的故事》管樂音樂會。同學都表現投入，回
校後更會於音樂課中進行相關的課程活動。

跆拳道獲獎

P.5-6 同學欣
賞「香港梨

園舞台」粵

劇音樂會前，
都表現得十分

興奮。

	 	 本校跆拳道隊參加「茂峰智道跆拳道品勢 ( 套拳 ) 大賽」取得一冠、兩亞、六季佳績！另外，5C
布凱嵐同學參加「香港小學跆拳道隊制賽2017」取得女子組搏擊季軍，艱苦訓練得到成果，可喜可賀！

5A 藍卓翹
同學獲得

高

級組個人
賽冠軍

左起：6B梁柏烯  5A 藍卓翹    

      6B 梁浩賢

團體賽亞軍

左起：6A譚子賢  6A 廖讚琛  6A陳浩崙  6B梁浩賢  團體一等獎 左起：6A 吳日辰—解難大師季軍
6A 陳浩崙─推理大師冠軍

第十屆伯特利盃
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P.3 同學欣賞《超越時空的樂器》管風琴導賞音樂會後，都同聲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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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四日進行了第五屆「耀道盃」小學校際辯論邀
請賽的第一場比賽，賽情勢均力敵，隊員嚴正以待。

田徑隊衣 ( 銀禧特別版 )

張梓琪同學(左)、謝老師(中)、李瑋晴同學(右)

男子甲組男子甲組榮獲 4 x 1
00 米接力亞軍

陳校長跟獲獎運動員合照

	 2017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本校參加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舉辦的
「2017-2018 年度元朗區小學『孝為本』徵文比賽」頒獎典禮，其中 6A 林家
滿同學奪得高小組冠軍。他的作品《潛移默化的愛》獲主辦機構上載到 Youtube
頻道（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_SSYxJPJQM），歡迎各位上網瀏覽。

三位隊員第一次以錄影方式進行比賽，
心情緊張。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經驗再次累積，邁向更進一步！
LKK辯論隊

	 在 11 月 23 日至 24 日舉行的「2017	-	2018 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中，本校合共
派出43位運動員參賽，經過長時間的訓練後，各運動員在運動場上綻放光芒，努力不懈地比賽，
而男子甲組運動員更為本校取得驕人的成績，榮獲男子甲組團體亞軍！現將比賽成績羅列如下：

項目 成績 得獎學生

男子甲組團體 亞軍
鄧澤源、趙科普、陸嘉俊

謝偉龍、鄺澧汶、何子俊、張志強

男子甲組
4	x	100 米接力

亞軍
謝偉龍、趙科普
陸嘉俊、鄧澤源

女子特組 100 米 冠軍 鄭麗岑

男子甲組壘球 亞軍 張志強

男子乙組壘球 亞軍 盧嘉皓

男子甲組 100 米 殿軍 鄧澤源

男子甲組跳遠 優異獎 謝偉龍

女子甲組 100 米 優異獎 李瑋霖

女子甲組壘球 優異獎 李瑋霖

恭喜6D班鄭麗岑榮獲
女子特組 100 米冠軍

2017-2018年度
元朗區小學「孝為本」徵文比賽

	 	 辯論要求的不止是辯論技巧及邏
輯思維策略，更是一門講求團隊合作、
臨場反應的艱深學問，對小學生而言
極具挑戰性。本年度，辯論隊吸取了
第一場比賽經驗後，三位新隊員於十
月二十九日參加了由 Viu	TV《快樂童
盟》主辦的第二屆《辯論公堂》小學
辯論比賽，天馬行空的辯題，讓同學
嘗試跳出固有框框，以不同的角度和
技巧進行論辯，有了不一樣的經驗實
踐，再次累積了一個難忘的比賽經驗。

我方幸運地獲得
「專業評審獎」

，

期望下次再接再
厲！

男子甲組榮獲團體獎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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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鋒校友在琚
校曾擔任籃球隊

隊長

	 	 	 本校校友李柱鋒 (2015 畢
業 ) 於 2017 年九月ニ十日獲警
務處頒發好市民獎，成為本期最
年青 (14 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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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立志當一名警察。	

	 	 2017 年 加 入 琚 校 這 個 大 家
庭	 	 我是黃家欣老師。
	 	 本年度我擔任 4C 班班主任，同
時也教授 2A 班中文科，以及 6C 班的
常識科。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能夠和各位同
學一起努力，一起進步，一起創造更多美好的回憶。

	 	 大家好，我是蘇靖敏老師，是4D班的班主任。
我任教中文和普通話科目。不知不覺加入樂善堂梁
銶琚學校這個大家庭已有三個月了，每天看到同學
們笑臉迎人、彬彬有禮、互助互愛，實在讓人感到
無比的溫暖！我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能一一認識你
們，有空請來找我聊聊天吧！我很期待看到每一位		

	 同學健康快樂地成長，渡過一個既充實又愉快的校園的生活。

	 	 大家好！我是李麗揚老師。
我是 1E 班主任，任教英文及常
識，也負責英文話劇組。平日裏
我喜歡看書，看電影及去旅行。
適逢今年銀禧校慶，很高興在這
熱鬧的一年加入這個大家庭。琚
校老師們關愛學生，學生們可愛
活潑又聽話。我最喜歡鼓勵小朋友，和他們一
起成長 !

	 	 大家好！我是李書誌老師，是５Ｄ
班班主任。我主要任教中文科及視覺藝
術科，同時負責學校園藝組。我的興趣
有很多，包括閱讀、看電影、看戲曲、
打羽毛球等等。歡迎各位同學和我交流
閱讀的心得，期待聆聽你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施佩雅老師，是３Ｅ班的班主
任。我任教數學、常識、視覺藝術及電腦科。閒
暇時我會帶我的小狗散步、跟牠玩玩球。我最喜
歡吃雞翼和燒賣，你們有甚麼興趣和喜歡吃什麼
呢？快來跟我分享吧！

	 大家好！我是莫慧㼆老師，我是 1D 班的班主任，主要
任教數學、音樂和常識科。很高興今年來到琚校認識大家，
老師和同學們友善的笑容，令我更快投入這個大家庭，感恩
認識大家呢！
	 	 在教學以外，我最喜歡跟朋友和家人相聚，不論到戶外郊
遊，或走在一起夾band唱歌彈奏樂器，都令我感到滿足快樂。

  Hello everyone, I am Miss Lai Wing Yee. 
I am so honor to be one of the teachers in Lok 
Sin Tong Leung Kau Kui Primary School. 
  I am a cheerful and enthusiastic teacher. 
I like chatting with students very much. I 
am good at music. I am skillful in teaching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al instrument like piano, clarinet, 
percussion, flute and handchimes. Playing music is so 

much fun! Besides, I am also an English teacher. English 
is difficult to learn to most local students. Therefore, I put 
much effort to plan my lesson so that students can learn 
effectively! I really hope that every student can have fun 
and enjoy my lesson.
  In my spare time, I like going out with my family and 
having gathering in church.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me, just come to have a nice chat with me! Thank you!

李柱鋒校友獲好市民獎 !

	 大家好！我是陳曉靜老師。我在這個新學期才來琚
校任教，主要任教英文、常識和視藝，是學生眼中的一
位「新」老師。
	 	 雖然我身在這新工作環境，但是我很感恩學校上下職
工都很照顧我這位插班老師。不經不覺，我在這所學校任
教差不多三個月了，從踏入陌生的環境、面對新的面孔，
逐漸接觸友善的面孔、處於熟悉的環境，慢慢有了家的感覺。我希望往後
的日子能夠在這個大家庭愉快渡過每一天！
	 	 在此祝校長、主任、各位老師：身體健康！各位家長：生活愉快！
各位同學：學業進步！

  Hello, I am Miss Lai Ming 
Yee. I am so incredibly excited 
and thrilled to be a teacher of 
Lok Sin Tong Leung Kau Kui 
Primary School. It is going to be a 
fun year full of learning and new 
challenges. 
  I am an experienced and 

qualified English and Putonghua teacher. I have a degree 
in Translation and a master’s degree in Linguistic. Learning 
languages is so much fun! I am confident to apply my 
academic knowledge and teaching skills successfully in the 
lessons. 
  During my free time, I spend a lot of it planning lessons, 
but I also love spending time with my dear family. I cannot wait 
to meet as well as know each student of this lovely school!

校友消息

介新 老 師 簡

李柱鋒校友在琚校曾擔任風紀隊長

李柱鋒校友在琚校曾擔任
跆拳道組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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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琚校家長義工訓練》

	 為協助本校家長提高其義務工作的精神，
本校誠邀元朗大會堂賽馬會元朗青少年綜合
服務中心陳美美姑娘舉辦《琚校家長義工訓
練》，希望透過小組活動，讓家長認識義務工
作的基本概念及參與學校服務機會。訓練以小
組形式進行，於十一月份的四個星期四舉行。

家長享受課堂的樂趣

舉行日期 時間 講題 對象 主辦單位

17/10/2017( 二 ) 9:00-10:30am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 ( 一 ) ～傾聽童心有妙法 小一至小三家長 琚校駐校社工

7/11/2017( 二 ) 9:00-10:30am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二 )～價值觀念的培育(包括誠信) 小一至小六家長
元朗大會堂

家庭生活教育組

12/12/2017( 二 ) 9:00-10:30am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 ( 三 ) ～為孩子訂立界線 小一至小六家長
心靈階梯～培訓總監

余國健先生主講

20/1/2018( 六 ) 10:00-12:00noon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 ( 四 ) ～增強孩子記憶力 小一至小六家長 明愛天水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7/2/2018( 三 ) 9:00-10:30am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 ( 五 ) ～了解孩子心	 小一至小六家長
元朗大會堂

家庭生活教育組

24/3/2018( 六 ) 9:00-10:30am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 ( 六 ) ～管教孩子由夫婦開始 小一至小六家長
心靈階梯～培訓總監

余國健先生主講

18/4/2018( 三 ) 9:00-10:30am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 ( 七 ) ～處理兒童焦慮及情緒問題 小一至小六家長 醫院管理局

8/5/2018( 二 ) 9:00-10:30am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 ( 八 ) ～如何成為孩子的情緒教練 小一至小六家長
童軍知友社賽馬會

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

	 	 由「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家長教師會有限公
司」籌辦之 2017 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
舉」已於十二月一日（星期五）下午按序完成。
當天由陳婉婷校長、黃淑英副校長、家長常委
冼潔儀女士及梁淑霞女士負責監票。
	 	 是次家長校董選舉共有三位候選人。候選
人一號朱淑霞女士獲得選票 167 張；候選人二
號周虹女士獲得選票 58 張；候選人三號陳韻盈
女士獲得選票 75 張。
	 	 結果朱淑霞女士獲選為2017年度家長校董；
陳韻盈女士獲選為 2017 年度替代家長校董。

是次講座由盧

姑娘負責主講

參加者合照

	 	 本校於10月17日舉行第二屆「家長學院」開學禮，
本校藉此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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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舉行《傾聽童心有妙法》家長講
座，講座由駐校社工盧燕英姑娘主講，期望透過講座，
讓家長認識如何透過玩具去聆聽子女的心聲，理解子女
行為背後的情緒，有助建立親子關係。出席家長超過
一百多人，場面十分熱鬧。

來一張大合照 ! Cheers!

	 由「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家長教
師會有限公司」籌辦之第十屆家教
會常務委員會選舉已於十月二十七
日 ( 星期五 ) 下午按序進行開票儀
式，點票當天由顧問陳婉婷校長監
票、黃淑英副校長主持開票。結果
由 ( 排名不分先後 )：冼潔儀女士、
周燕薇女士、梁淑霞女士、張嘉儀
女士、黃潔雯女士及鄭堅成先生當
選為本屆常委。

點票進行中

課堂剪影

當選常委與教師常委合照

選舉結果

傾聽童心有妙法家長講座
17-10-2017

執行技巧家長講座 
6-11-2017

法團校董會
家長校董選舉開票日

第十屆家教會
常務委員選舉

家長學院講座 (一 )

家長們都很專注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2017-2018家長講座內容及日期

講座情況

全體合照留念

講者何麗瑩姑娘

家長學院開學禮

本會顧問陳校長與當選家長

校董朱淑霞女士及替代家長

校董陳韻盈女士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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