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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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升中派位結果優異，深受

家長及社區人士讚賞。本年度，約

8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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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為高；而獲派首三志願的學

生約佔98.5%，亦較全港90%為高。

2016-2017學生獲派志願統計圖

當中98.5%獲派首三志願中學。

我們畢業了

升中派位  令人振奮

完美人格  豐盛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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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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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

教學副校長學習圈、「支援於小學實

踐視覺藝術科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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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

校本課程發展組英文科顧問支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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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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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長的天空教師工作坊	 	 「動力信

望愛」歷奇訓練、由梁錦松先生主

講「世界的八大改變」，蔡詩贊博

士分享「STEM,STEAM,MAKE	 AND	

DESIGN」、「提升資訊科技素養」聯

校教師講座、言語治療個案分析等

參與安徽省「區域聯動‧同課異構」
活動及簽署友好學校儀式

梁錦松先生主講「世界的八大改變」
講座

樂善堂轄屬小學聯校教師發展日

專業團隊  追求卓越

「提升資訊科技素養」聯校教師講座

2016-2017教師學歷

2016-2017教師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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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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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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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校精英領袖軍

紀體驗營（黃埔軍校）等

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多元學習  擴闊視野

台灣電波少年流浪記

陳婉婷校長親自
教授「弟子規」

外籍老師上PLPR課堂

小一愉快學習新幹線

星加坡多元文化體驗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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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組別名稱

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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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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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舞蹈組 女子藝術體操組 花式跳繩組

藝術

管弦樂組 手鐘隊 古箏組 合唱團

國畫組 小小藝術家組 書法組 話劇組

英文話劇組 －－ －－ －－

興趣 校園電視台 －－ －－ －－

社會服務 男幼童軍 小女童軍 公益少年團 小約翰

長期訓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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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實力  盡展潛能

2017全港小學校際飛盤挑戰賽

金盃賽亞軍及碗賽冠軍

伯特利盃數學賽

兩組一等獎

個人單項獲解難大師冠軍

季軍2項

拉格朗日數學賽

金獎4名

元朗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女子組亞軍

郭一葦中學小學排球邀請賽

碟賽冠軍

「女子排球精英賽2017」

優秀組亞軍

香港跆拳道品勢比賽2016

勇奪全港冠軍

其它跆拳道比賽

冠軍2項  亞軍2項  季軍6項

香島盃  元朗及北區小學跳繩大賽2017

冠軍2項 亞軍5項 季軍4項總成績亞軍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17

冠軍22項 亞軍21項 季軍14項總成績季軍

第69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中文歌曲  小學合唱隊

（九歲以下）榮譽冠軍

「妙法盃」小學徵文比賽冠軍

第68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冠軍2項 亞軍4項 季軍1項　

第6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冠軍1項 亞軍2項 季軍1項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推鉛球球亞軍

男子乙組60米冠軍

男子特組100米冠軍

友校接力邀謮賽

接力冠軍2項    亞軍5項   季軍2項

4 B 布 凱 嵐 （ 右 2 ） 於
「香港跆拳道品勢比賽
2016」勇奪全港冠軍

女子排球隊在元朗校際比賽獲亞軍

田徑隊6D余嘉晉和5E蘇塬斌皆在
元朗校際田徑賽獲一百米金牌

合唱團冠軍合照

伯特利盃獲團體一等獎
另6A梁振豪獲解難大
師冠軍

兩位獨誦冠軍
和成老師合照

飛碟隊

香島盃

跆拳道組

元朗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組季軍

方潤華盃小學校際三人籃球友誼賽

男子組亞軍

男子籃球隊

跳繩隊

女子排球組

飛碟隊

跆拳道組

奧林匹克數學組

作文、朗誦及音樂比賽

跳繩隊

田徑組

男子籃球組

全年獲獎
58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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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是一間充滿陽光氣息的學校，校長、主任、老師，甚至校工

都是面帶笑容、態度親切。這裡的孩子得到老師的悉心教導，都有正直積極的處事

態度，而且，最值得讚賞的是學校都能給與學生很多發揮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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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興趣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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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學年，本校成立了「琚校家長

學院」，藉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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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希望增加家長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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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及送餐等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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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食會

聯校家長義工聯歡日

家長心聲

家校攜手 互相互賴

琚校家長學院開學禮

閒聚星期二活動-燒餅製作

家教會會員大會

陸運會親子接力賽

    感謝老師對孩子的辛勤培育。芷琪在老師的教導下短短時間進步很大，不僅學

會勇敢面對問題，同時其他方面也有明顯的進步。孩子的成長很需要我們真誠的理

解、尊重和關愛，你們做得很好、很到位，非常感謝每一位老師。

    每當聽到其他學校的家長在埋怨功課多的時候，我慶幸我們學校沒有繁重的功

課，能讓孩子有更多的空餘時間自由安排。我也慶幸為孩子選擇了這間學校，在班主

任和各位老師的辛勤教誨下，我的孩子在德、智、體各方面都取得了比較理想的成

績。在此，我衷心的多謝各位老師的辛勤付出。老師們，你們辛苦了！謝謝了！

    學校為每位學生開各種各樣的課外興趣班，令每位同學都有一技之長。今年的

家長學院，課程很有趣，使家長的教育知識大大增加，也促進了親子的理解和溝

通。感謝學校為我們提供如此好的活動。願貴校越辦越好！

1D班 陳芷琪家長

2B班 何振麒家長

3B班 林芷欣家長

5A班 廖讚琛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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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校本訓輔活動強化學生「責任惑」和

「承擔」的價值觀，鼓勵學生在生活中實踐出

來，讓學生成為肯承擔、有責任感的公民。

˙一人一職之最佳員工選舉

˙「和諧校園」讚賞卡

˙風紀隊

˙攤位嘉年華

˙品格達人

˙聯校精英領袖軍紀體驗營

˙Easy Easy 好小事

˙品德課程（周會）

˙幼青齊匯融正向迎未來健康計劃

˙學生支援網絡計劃

    2010年畢業校友李嘉榮同學，曾

兩度榮獲元朗區傑出小學生獎，現就讀

順德聯誼總會

梁銶琚中學，

今年DSE文憑

試成績優異，

英文、物理、

化學及經濟均

考獲5**，而

中文及數學獲

得5*，通識為

5，將入讀港

大醫學院。

    陳景輝，2000年琚校畢業生，

現擔任校友會副主席，曾就讀於趙

聿修紀念中

學，畢業於

香港大學法

律系，現時

為執業事務

律師,   專注

處理商業訴

訟，同時他

於琚校校友

會服務。

    校友傅韋麒透過「精

英運動員入學計劃獎學

金」入讀香港浸會大學體

育及康樂管理系，並於6

月17日返回母校主持「傑

出校友分享會    跆拳道

與我的成長」，與學弟學

妹分享成長經歷，鼓勵同

學逆境自強，不屈不撓。

品格達人風紀就職典禮

情緒健康攤位活動

傑出校友 李嘉榮 傑出校友 陳景輝

傑出校友 傅韋麒

全面推動 品德教育

傑出校友

聯校精英領袖軍紀體驗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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