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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善       甜心行動 2019

李聖潑

  2019 年 2 月 22 日，本校舉行《李聖潑 STEAM 創意教室開幕禮》，
並邀得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劉建豐副部長、香港教育城總監鄭弼亮先生、

香港立法會梁志祥議員 SBS,MH,JP 擔任主禮嘉賓。同日舉行《創科嘉
年華》，招待本校一至三年級學生、區內幼稚園學生、家長及老師到校

參加，內容包括開幕禮、STEAM 工作坊、創科嘉年華攤位和創科樂園，
期望透過是次活動加深各人對本校推行 STEAM課程的認識。是日有超
過五百多位來賓出席，場面十分熱鬧。

STEAM 創意教室開幕禮

  本校響應樂善「糖」甜心行動，於
2019年 3月進行校內義賣糖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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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90元。
本校並於 2019年 3月 16日進行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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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

爸爸和媽媽也一起來支持我們學校的
樂善「糖」甜心行動呢

在媽媽的鼓勵下，我們盡力
勸銷了很多糖果

看！我們的親子售賣樂善「糖」
活動，籌得很多善款呢

準備出發售賣樂善「糖」

陳校長到天瑞羅
馬廣場支持樂善

「糖」甜心行動



  本校第十屆陸運會於 1月 25日（五）舉行，
當日天公造美，天氣晴朗，所有賽事順利完成。參

賽學生共有 352人，一、二年級的親子接力賽更多
達 120對親子參與，場面非常熱鬧！最後，恭賀
3A、4A、5B及 6A獲得全級總成績冠軍！

每班都籌組啦啦隊為運動員打氣

高小的師姐照顧低小同學進行比賽 親子接力比賽交棒一刻

班際接力賽起跑啦！衝啊

師生接力賽時，胡副校一馬當先衝向終點線

  「繽紛大匯演」於 5月 10日順利舉行！

  經過一年訓練，共二百多位來自話劇、手
鐘、合唱團、管弦樂團、跆拳道、舞蹈組、古箏、

花式跳繩及國術組的同學參與本年度演出，讓觀

眾一同見證大家整年付出的努力！

  當天同學們的演出極之精彩，嘉賓、家長及
同學們均對表演生報以熱烈掌聲及高度評價！

齊心協力地表演
看 !我們的造型多厲害

同學們都全心投入比賽

同學們唱得很有感情

  2019年 1月 19日，本校邀得廣州市協和小學觀鳥社師生、廣州市中學生勞動技術學校
自然導師團隊蒞臨我校，跟我校師生及家長分享觀鳥心得。當天早上，自然導師謝輔宇老師

講解鳥類的繁殖；協和觀鳥社社員則分享了到各地觀鳥的體驗、觀鳥和

藝術創作等。最後，社員不但為我們演唱歌曲，還送上親手繪畫的雀鳥

畫，令本校同學上了一課寶貴的自然藝術課。下午，我們一行七十多人

前往香港濕地公園觀鳥。在觀鳥社導師的指導下，我們運用分享會上所

學的知識，並利用望遠鏡，仔細觀察不同鳥類的身體特徵、覓食方法等，

同學們更把見到的鳥類記錄下來。活動後，大家都盛讚這是一次難能可

貴的體驗呢！

第十屆陸運會

繽紛大匯演

  低年級及高年級英文科班際比賽已分
別於 4月 11日及 5月 16日週會時段順利
完成，各班的表現都很出色，同學們當天

都很投入比賽，難怪陳校長、Mr. Rick和
Mr. Ryan都齊聲說難分高下。

英文科班際比賽

廣州市協和小學
觀鳥社觀鳥活動及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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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級畢業宿營於 5月 24-25日假西貢戶外康樂
中心舉行，同學都把握難得的機會，與好友一起參加

不同的康體活動，亦於用膳、整理房間等過程中展現

出優秀的協作及自理能力。

  此外，同學於畢業營晚會中，透過緊張刺激的遊
戲及溫馨感人的惜別活動，與同學一起把興奮、愉快、

難忘的美好回憶珍藏於心，迎接小學階段的完結。

  2019年 3月 30日至 4月 4日，學校安排了 24位四至六年級學生參與「首
爾電波少年流浪記」。在六天的時間中，學生探索及計劃流浪行程，自行尋找

隱世民宿，體驗韓國傳統文化，經歷「追巴士」，採購膳食，「我要做大廚」，

並實踐「我要做領隊」等等活動。同學要從中培養冒險精神，發掘學習新事物

及探索知識的興趣，發揮其語言表達、與人合作、自我管理、金錢管理及解難

等能力。各組經歷不一樣的行程，最終順利完成流浪旅程的各項任務。而在 5
月 17日下午在禮堂亦進行地攤，他們各自裝飾自己的地攤，向各家長及老師
訴說他們的流浪故事及經歷。老師及家長均非常欣賞學生在流浪中能解決困

難，共同完成任務，感覺子女長大了，學會照顧自己，學會獨立，感謝學校安

排不一樣的活動，讓學生體驗如何過團體的生活，並提升了自信和潛能。

旅程中，我們得到很
多熱心的韓國人幫忙

找對了轉站的地方

感謝各位家長聆聽學生地攤的分享

同心協力，成功完
成自己煮的晚餐

出發前彼此激勵，振奮士氣

  2018年 12月 18-21日，陳校長帶領 15位老師及 10位學生大使前往安徽馬鞍山市
交流。我們先拜訪馬鞍山市采秣小學，10位學生更與該校學生結對成小夥伴呢！晚上，
我們一起參加該校 70周年慶典，欣賞精彩的文藝表演，並正式結對成友好姊妹學校。翌
日早上，我們參與第 12屆「區域聯動 同課異構」活動，與安徽省不同城市的老師進行教
學交流，本校劉靜瑜老師、劉詩婷老師、林麗君老師及李育霖老師分別教授了語文課和英

文課，其他老師則觀摩了內地老師的教學，而本校學生則跟隨小夥伴上課及進行各式各樣

的學習活動，眾人均獲益良多！隨後，我們參觀了三山區科普教育基地，此地除了發展光

伏發電及綠色林業，更設有光伏生態植物科普館，推廣科普教育。我們更遊覽了南京中山

陵及夫子廟，大家都眼界大開！回港前，我們欣賞采秣學生的大課間操，然後依依不捨地

向眾人道別。這次的交流不單使我們增廣見聞，還促進了兩地的情誼呢！

首爾電波少年 流浪 記

畢業宿營

安徽教育交流考察團

浩浩蕩蕩前往目的地

大家留心聆聽流浪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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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全方位學習    長者健康舞社區服務計劃
  為了讓學生參與社會服務，提升協作能力、溝通技
巧及領導才能，從而建立自信心及回饋社會的責任感，

本校於五月至六月期間參加了由資訊科技體育基金及社

會福利署資助的＜長幼攜手Ｖ嘩舞動工作坊＞，學生完

成有關課程後，在 6月 6日到博愛醫院戴均護理安老院
進行服務，當日各人都十分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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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日及 23日與家長義工
外出探訪元朗區的獨居長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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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我們的本領

  本校於 2019年 2月 1日安排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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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還有機會穿上消防員制服，同學們都表現

得十分投入和興奮。

與消防員哥哥一起拍張大合照

看 !我穿上消防員
的制服，真威風

消防員向同學們展示
消防裝備的使用方法

  五月一日，黃淑英副校長、施佩雅老師及梁曉琳老師
帶領 46 位學生參觀昂船洲海軍“171”號海口號巡邏艦。
學生經過安檢進入場地，除可參觀巡邏艦外，還可手持各

類長、短槍械拍照，是日參觀行程豐富，學生大開眼界。

  為了提高學生的環保知識，培養學生做個良好的公民，本校與香港婦聯
和其他環保組織合辦一系列的環保課程，並參與海岸清潔活動。本校四至六

年級約 50位師生於 1月 26日到下白泥清潔海灘及學習保育知識。

海岸清潔大合照

我們畢業了

學習保育知識

二年級參觀天水圍消防局

海岸清潔計劃

長幼攜手Ｖ嘩舞動工作坊

四年級義工服務學習課程

參觀昂船洲海軍“171”號

海口號巡邏艦

長者對我們的表現很欣賞呢我們很喜歡和長者聊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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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科技組於 5月 11日參加了香港機械

奥委會 2019機械人比賽，獲得以下獎
項：

1. 手搖發電機械人拉雪橇
比賽亞軍及殿軍

2. 機械人拳擊比賽季軍

3. 手搖發電機械馬短跑比
賽季軍及殿軍

各位得獎者合照

5A盧家樂奪得機械人
拳擊比賽季軍

  奧數組於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新界西 )中，個
人賽獲得銀獎 2項，銅獎 4項，優異獎 3項，團體賽
優異獎 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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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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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澳盃 HKMO Open》及「AIMO Open」，獲一等
獎 1項，二等獎 11項，三等獎 21項。此外，4A朱偉明同學在
2019HKMGO香港數學遊戲公開賽中獲得「一枝獨秀獎」，在
Shikaku數方中獲得滿分！希望同學繼續努力，再創佳績！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新界西 )
左起 5A李欣婷 (優異 ) 
 5A曾雯茵 (優異 )  
5A黃晞茹 (銅 )  
4A黃展珀 (銀 )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新界
西 )

左起 6A黃璟鈺 (銅 )  6A李進謙 (銀 )  

6A李熙曉 (優異 )  6A蕭海竣 (銅 )

香港學校戲劇節

女主角淇淇夢中的婚禮

淇淇 :我終於變成一位美女了

學生演出時合作無間

各演員均投入演出

機械 人比 賽

4A呂栢耀奪得手搖發電機械馬短跑
比賽殿軍及 4A黃文迪奪得手搖發
電機械馬短跑比賽季軍

1
奧林匹克數學組

4A 朱 偉 明 同 學 獲
「一枝獨秀獎」

香港學校戲劇節 ( 英文 )  

  話劇組奪得本屆香港學校
戲劇節「傑出導演獎」、「傑出

合作獎」及「傑出演員獎」三項。

評判讚賞劇本具創意、富有趣味；

演員聲線充足、演出投入；

團隊合作無間。

香港學校戲劇節 ( 廣東話 )

左起 5A李欣婷、6A鄭于舒及 5C陳凱
婷獲頒「傑出演員獎」，評判盛讚她們
演出自然、投入、真摯，令人入信

第七十一屆學校音樂節
  本校派出各級同學參與共 32項比
賽，於個人比賽項目中共獲得 23項優
良獎及 9項良好獎，成績令人滿意。

旁白說話清晰流利，值得一讚

不論是甚麼角色，學生一樣用心演繹

本年度得獎紀錄

  本校英文話劇組於香港學校戲劇節
中表現出色，各演員投入演出，全體皆

獲「傑出合作獎」及「傑出舞台效果獎」。

  評判讚賞演員演出時充滿信心，合
作無間，能流暢地演繹劇本，學生的努

力獲得認同，可喜可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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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 2月，飛碟隊參加「2019全港小學極限飛盤挑戰賽」取得冠
軍三項、季軍兩項，6C布凱嵐及6B徐子俊同學更獲得「最佳表現獎」！

  隨後，隊員再於 4月參加「2019全港小學校際飛盤挑戰賽」，取
得「爭奪賽女子組冠軍」、「爭奪賽男子組亞軍」及「挑戰賽碟賽冠

軍」！ 6D萬佳怡同學更勇奪「女子組最佳擲準獎」！可喜可賀！

今年跳繩組共參與了兩項大型比賽，成績優異，詳情如下：

跳繩組榮獲香島盃分區 (元朗 )校際總成績亞軍

家長們每年都會披甲上
陣，參加親子跳繩比賽

  球隊參加「第三屆港青京士柏健球盃」取得初小組亞軍！
另外亦於「小學校際健球比賽」中取得盃賽季軍及碟賽季軍！

  期望各隊員繼續努力，積極裝備自己，為下年度的賽事
做好準備！

飛碟隊佳績

比賽 獎牌數目 團體獎盃

全港小學分區
跳繩比賽 2019

23冠、
18亞、

18季及 9殿

男子組獲元朗區總成績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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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3冠、2亞、
1季、4殿、

6優異

分區（元朗）校際總成績
亞軍

元朗、屯門及北區校際總成績
殿軍

賽前做足熱身準備

健球隊佳績

花式跳繩組校外比賽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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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會於 2019年 3月 2日（星期六）舉行 2019
年校友會會員大會及校友盃比賽。是日共有 80名學
生於會議開始前到校出席會議，會上更進行了第四屆

常務委員選舉活動，共有 8人參選，根據選舉章程，全部
參選校友正式當選為常委。會後，各常委立即進行會議，互

選職位；同日舉行校友盃閃避盤及足球比賽，教師與校友進

行師生比賽，場面溫馨熱鬧。

舊生到校出席會議，十分熱鬧
第四屆常務委員會委員

校友們正進行閃避
盤比賽，戰況激烈

冠軍隊伍與校友會主席拍照留念

    本校於 2019年 5月 17
日（星期五） 舉行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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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是第二十四屆「表揚教師計劃」，以

及 2018-19年度樂善堂教師獎勵計劃。經過
一輪投票後，最終由胡健強副校長和王月萍老師

當選。

    另外，2018-19年度樂善堂教師獎
勵計劃中的「學與教」範疇由李麗兒

主任當選。至於「關愛支持」範疇，

則由姜婉珊主任當選。

胡健強副校長
和王月萍老師

李麗兒主任

姜婉珊主任

2018 年度

優秀教師選舉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校友會

職位 姓名 畢業年份 
主席 陳景輝 2000
副主席 劉劍康 1997
司庫 何翠婷 2002
稽核 何曉珊 2002
文書 王嘉敏 1997
總務 梁偉健 1997
常務委員 李慧琳 1999
常務委員 陳華娜 1999

校友會第四屆常務委員會：

孫詠儀老師喜獲麟兒

祝小寶寶快高長大 ! 聰明伶俐 !

黃俊章老師、李育霖老師共諧連理
祝百年好合 ! 永結同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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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家教會親子旅行於 2019
年 1月 20日（星期日）順利舉行。
當天共有三百多位參加者往葛量洪

號滅火輪展覽館參觀，午餐後前往

赤柱遊覽。家長及小朋友都很享受

是次活動，家教會更特地準備了精

美揮春送贈參與的家庭呢！

與陳校長合照

與退役滅火輪合照

梁主席感謝各位支持
家教會活動

於赤柱郵政局前留影

琚校的烹飪高手們

大家都吃得很開心

團拜前先來張喜氣洋洋大合照

各式各樣豐富的美食 !祝各
位新年快樂，豐衣足食

本學年與不同機構合作舉辦家長講座，與家長同行。出席家長積極投入參與，提升正向能量！

情緒管理智叻星

非同凡響分享會

  本學年第三屆琚校家長學院，完成課程畢業學員共有 101位，其中榮獲金
獎有 30位，銀獎有 18位，銅獎有 20位，證書 33位，成效理想。

舉行日期 講題 主辦單位 / 講者

16/10/2018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一） 
家添正能量

心靈階梯培訓總監
余國健先生

06/11/2018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二）
 壓力面面觀

元朗大會堂家庭生活教育組
陸鳴茜姑娘

11/12/2018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三）
「正向心理」家長培育

明愛天水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鄒姑娘

19/01/2019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四） 
教會孩子自律，可以嗎？

香港家庭福利會
高民惠姑娘

26/02/2019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五） 
如何說孩子才會聽

心靈階梯培訓總監
余國健先生

12/03/2019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六）
 正向價值教育

童軍知友社執委會委員
蔡宗輝先生

09/04/2019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七） 
AQ知多少

元朗大會堂家庭生活教育組
陸鳴茜姑娘

15/5/2019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八）
電影《非同凡響》欣賞
暨家長教育講座

資深親子及家長教育工作者
羅乃萱女士

21/5/2019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九）
築個「6A」的家

明愛天水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楊佩琳姑娘

家長講座

家教會親子旅行

第三屆琚校家長學院畢業學員名單

  新春團拜於 2019年 3 月
4日（星期一）下午 1:25於學
校禮堂舉行。家長們一大早就

密鑼緊鼓地準備各式美食，參

與的老師們都大快朵頤，吃得

津津有味！本會代表全體教職

員，萬分感謝各位家長們！

家教會新春團拜
梁主席代表家長們送
贈小禮物予陳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