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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樂善堂轄屬小學
2019年度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九龍樂善堂轄屬中小學獎學金頒發典禮已於12月5日假樂善堂王仲銘中學舉行，

本校共有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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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的「樂善堂萬人行2019」籌款活動已順利完成。今年的籌款金

額達到 $80,000以上的籌款目標，因此於10月31日舉行便服日，讓學生

穿著便服回校並參加萬聖節活動，當天同學們都悉心打扮，表現雀躍。

「樂善堂萬人行 2019」籌款活動

全體老師參與樂善堂聯校教師發展日的大合照

麥志強校長主講「價值
教育的經驗」分享姜婉珊主任分享本校的

德育計劃及活動

各校代表玩「長柄湯匙揾食記」遊戲

陳 婉 婷 校 長 協 助
介紹遊戲

各校代表玩「算算您的心」遊戲

進步獎

學行優異獎

梁泳釗醫生獎學金

各班拍照留念，CHEERS! 陳校長與同學一起參與萬聖節活動 同學們都悉心打扮一番

九龍樂善堂轄屬中小學

獎學金頒發典禮  (2018-2019)

獎學金名稱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學行優異獎

2A 陳兆鋒 4A 鍾家晞 6A 李欣婷

2B 馮君渝 4A 白上博文 6A 張譽雯

2C 方樂遙 4A 張馨月 6A 黃晞茹

3A 曹梓寧 5A 石梓涵 畢業生 藍卓翹

3A 郭宏睿 5A 陳琬君 畢業生 鄧旻樂

3A 羅潔盈 5A 黃展珀 畢業生 李熙堯

進步獎 3C 林旻鋒 4A 梁子隆 5A 鍾立恒

梁泳釗醫生獎學金 6C 温文雅

張念平先生獎學金
5E 何俊豪 6A 黃羨珺 6B 陳鎰希

6B 梁宇曦

李聖潑STEAM獎學金 畢業生 曾梓鈞

  九龍樂善堂轄屬小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已於2019年11月1日

（五）在樂善堂楊仲明學校舉行。當天早上，麥志強校長分享了

「價值教育的經驗」，提出價值教育對學生成長的重要性。下午時

段則由五所轄屬學校輪流分享校本的德育計劃及活動，大家從而明

白各校因應校情而設計不同特色計劃的推廣及實踐情況，當天的分

享環節帶給同寅不少的提醒、啟迪及借鏡的地方，確是難

得的學習和交流平台。

外籍老師Mr.Rick與同學
一起玩樂



「優質評核管理認證計劃證書頒發典禮及經驗分享會」主題分享
  2019年11月2日（星期六），胡健強副

校長獲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邀請於「優質評核

管理認證計劃證書頒發典禮

及經驗分享會」中，以「利

用質性報告加強對家長的回

饋」為題，與教育界同工分

享本校透過質性與量化報告

互 相 補 足 ， 以 實 踐 全 人 教

育的經驗及成效，並讓與會者認識本校的評

估文化。當天本校獲考評局頒發優質評核認

證，以肯定本校的考試的安排達公開試的水平。

自攜裝置學習計劃（BYOD）

  隨著流動科技日新月異，網上學習資源與日俱

增，電子輔助學習在學與教上越趨普遍，並且充分

發揮靈活、具體、有趣的優勢。有見及此，本年

度4E班（e- learning)將會試行「自攜裝置學習計

劃（BYOD）」，讓學生攜帶私人的流動電腦裝置

（ iPad）回校上課，參與課堂中各項電子學習活

動，令學習兼具趣味與成效。

  本校低、高年級學生分別於11月6、

7日到九龍公園及大棠郊野公園進行修業

旅行，由老師帶領走出校園學習各種知

識，並藉此培訓同學的自理及溝通能力。

師生參與了兩天愉快的全方位學習活動，

過程中充滿歡笑聲及難忘回憶。

本校獲考評局頒發
優質評核認證

考評局邀請胡健強副校長
分享本校的評估文化

胡健強副校長接受考評局頒發的感謝狀

課堂中以流動電腦裝置配合實體課本學習
同學透過iPad預測實驗結果

多媒體互動電視令教學兼具趣味與成效
教師利用iPad直播實驗過程，具體清晰

修業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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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推廣閱讀，引發學生的閱讀興趣，圖書

組招募家長義工組成「故事姨姨」隊伍於早讀課

為學生說故事，並邀請故事姨姨參加本校與香港

基督教女青年會天水圍綜合社會服務處合辦的

「親親閱樂家長篇」工作坊，讓家長了解閱讀對

小朋友的重要性及掌握說故事的技巧。

  風紀就職典禮已於2019
年9月2 7日（星期五）下午

12:15-12:35在禮堂舉行，學生

心情既緊張又興奮。宣誓儀式

後，胡健強副校長鼓勵及感謝

風紀為學校服務，學生在整個

典禮過程表現莊重認真，是琚

校同學的楷模。

  學校致力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金錢觀念，加強他們控制衝動、計劃財政和執行

計劃的能力，所以邀請了「兒童及青少年理財教育推廣基金會」李錦先生到校教授

「4S小學理財課程」，希望學生通過有系統的理財課程，讓他們更能抵抗物質誘惑

和減少因為金錢產生的負面情緒和家庭磨擦。

理 財 課 程

故事姨姨

風 紀 就 職 典 禮

「親親閱樂家長篇」工作坊

「故事姨姨」說故事

胡健強副校長鼓勵風紀同學

風紀宣誓就職

A隊風紀合照

B隊風紀合照

角色扮演—運用7日考慮法控制購買慾種植九層塔考耐性
同學踴躍回答李先生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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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眾幼童軍成員於2019年11月2日（六）到香港廸

士尼樂園參加STEM體驗行。當天早上，廸士尼樂園的

職員帶領幼童軍們透過實驗和機動遊戲體驗學習STEM
的知識，學生能寓學習於玩樂之中。

  為配合本年度的校本輔導主題—「正向價

值教育」，本計劃安排一對一配對的形式由高年

級學生照顧和關懷低年級學生，協助低年級學生

盡快適應小學生活，以建立「正向關係」和「意

義人生」。早前學生們已舉行了相認活動、工作

坊和午餐聚會等活動，期望他們能建立友誼，在

互助互愛下成長。

幼童軍廸士尼STEM 體驗行

School Buddies
伴你同行計劃

當天的大合照

我們都很認真地聽廸士尼樂園職員的講解

透過玩機動遊戲，我們也學會
了不少STEM的知識

進行實驗真有趣

高年級學生與低年級學生從遊戲中認識對方

大家一起玩遊戲，真快樂啊！

高年級學生認真參與工作坊，學習如何關懷和照顧低年級學生

高年級學生和低年級學生共進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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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寺劉金龍中學第二屆小學音樂邀請賽 

  本校學生於2019年12月14日參加由妙法寺劉

金龍中學主辦的「第二屆小學音樂邀請賽」。在眾

多參賽者中，本

校學生於個人比

賽項目共奪得1
項金獎、6項銀

獎、3項銅獎及

1項優異獎，而

古箏隊則獲得中

樂合奏銀獎。

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獲得獎項

方冠皓 6A 鋼琴獨奏 金獎

吳鴻澤 5A 鋼琴獨奏 銀獎

吳燁琛 5C 鋼琴獨奏 銀獎

趙彥鈞 5A 小提琴獨奏 銀獎

白上博文 4A 小提琴獨奏 銀獎

陳思菱 6A 古箏獨奏 銀獎

卓偉善 6C 古箏獨奏 銀獎

林靜姍 6A 小提琴獨奏 銅獎

馬千雅 6A 古箏獨奏 銅獎

劉善彤 5A 古箏獨奏 銅獎

方靖彤 5B 古箏獨奏 優異獎

古箏隊 中樂合奏 銀獎

英詩獨誦季軍 

6A黃晞茹 劉婉儀主任

英詩獨誦亞軍
4A葉廣晉 何國媚主任英詩獨誦亞軍 2A陳兆鋒 黎銘怡老師

英文散文獨誦季軍 4A蘇啟聰 陳婉婷校長

英文散文獨誦亞軍 4A鍾家晞 陳婉婷校長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2D李心玥 成慧賢老師

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1B譚浩琛 梁曉琳老師

普 通 話 詩 詞 獨 誦 季 軍 
6A李欣婷 李麗兒主任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 5E梁裕烽 孫詠儀老師普 通 話 詩 詞 獨 誦 季 軍 

2C謝潔瑜 黃藹晶老師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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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女子排球隊員6B李瑋晴、6D梁瑋盈及6D陸嘉敏通

過選拔，成功參加香港排球總會主辦的「幼苗排球培訓計劃

2019」，於訓練中表現優異，獲教練挑選加入地區代表隊，

並於「幼苗排球培訓計劃2019比賽

日」為球隊勇奪冠軍！

  另外，校友李瑋霖亦於是次比賽中

獲得「表現突出球員獎」，可喜可賀！

  為了啟發學生的創新思維，提升學習興趣、創造力

和解難能力，本校安排5位STEAM精英組組員參加由圓

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德紀念中學主辦的「第二屆陳

呂重德盃—STEM三項全能挑戰賽」，並獲得銀獎。

  本校籃球隊隊員6A吳梓僑、6B王森然、6C蘇偉
斌、6C鄧浩賢和6C黃國富於2019年12月7日在聖公會
聖西門呂明才中學舉行的聖西門呂明才盃三人籃球邀請
賽中獲得男子組亞軍；並於2019年12月14日在鐘聲慈
善社胡陳金枝中學舉行的第十一屆屯青胡陳金枝盃三人
籃球賽中獲得男子組季軍，他們充分展現出團結及體育
精神，值得讚賞。

男 子 籃 球 隊

STEAM精英組

女子排球隊

聖西門呂明才盃三人籃球邀請賽獲得男子組亞軍

第十一屆屯青胡陳金枝盃三人籃球賽獲得男子組季軍

女子排球隊6B李瑋晴、6D梁瑋盈、6D陸嘉敏

校友李瑋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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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I’m Miss Kwok, the new teacher at LKKPS. I teach English, Visual 
Art and I.T. this school year. The students are all lovely and the teaching 
fellows are professional and friendly.   
It is my pleasure to be P.5E class teacher. I am glad to see the growth of 

all P.5E’s boys and girls. Every student has unique strengths and characters. It is our tasks 
as teachers to provide enough opportunity and support for students to learn effectively and to 
develop positive attitudes about learning. I hope that all students can learn more on sharing, 
forgiving and appreciating the others. Keep it on and strive onwards!   
I am definitely proud of being one of the members in LKKPS. I’m really enjoying myself, too!

    大家好，我是黎嘉琪老師！今年是3D班的班主任，

主要任教英文和常識科。我平時喜歡逛街，也喜歡做運

動，有空的時候就會去健身和行山。閒時我也愛看書，我

喜歡看心理學書藉，我最愛的書是《快思慢想》。你們有

甚麼興趣呢？跟我分享一下吧！

  2019年度家教會會員大會於2019年12月10日（星期二）已順利完

成，當天由家教會新任主席林媛女士擔任大會主持。

  2019會員大會內容為審閱及通過2019年度會員大會議程及2018
     年度會員大會會議紀錄、通過接納2018年度財政報告、會務

   匯報及預告未來動向。

2019-2020家長講座內容及日期
舉行日期 時間 講題 對象 主辦單位/講者

09/10/2019 上午9:00-10:30 《價值啟蒙老師》家長講座 一至六年級學生家長
元朗大會堂服務總監

陸鳴茜姑娘

23/10/2019 下午1:30-3:00 《全方位提升學童認、讀、寫能力》 一至二年級學生家長 教育局教育心理學家林曉暉姑娘

12/11/2019 上午9:30-11:00 《做個父母新一代》 一至六年級學生家長

麥潤壽教室有限公司

麥潤壽先生

(香港資深電台節目主持人)

13/11/2019 下午1:30-3:00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一至六年級學生家長 教育局教育心理學家林曉暉姑娘

10/12/2019 上午9:00-10:30 《誰家孩子不反叛》 一至六年級學生家長
心靈階梯培訓總監

余國健先生

17/02/2020 上午9:00-10:00 《敘事技巧加油站》 一至六年級學生家長 駐校言語治療師老正賢先生

新老師自我 介紹

201
9年度家教會會員大會

何曉珊老師新婚之喜

祝百年好合！永結同心！

陳嘯妍老師喜得千金

祝小寶寶身體健康！聰明伶俐！

活潑可愛！

會員投票通過議程 家教會林主席匯報會務

新舊常委於大會後合照

卸任梁主席把水印及會章交到
新任主席林媛女士手上

7



家長校董選舉
  由「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家長教師會有限公司」籌辦
之2019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已於10月18
日（星期五）下午按程序完成。當天由陳婉婷校長、黃
淑英副校長、家教會主席梁淑霞女士負責監票。

  是次家長校董選舉共有三位候選人。經點票後，張
嘉儀女士獲選為2019年度家長校董，梁少萍女士獲選為
2019年度替代家長校董。

琚校家長義工閒聚星期二
  為讓家長義工們互相認識，聯誼交流，凝聚校內家長義工加
入與學校的聯繫，本校於11月26日（星期二）舉行了「琚校家長
義工閒聚星期二–DIY繩結吊飾」活動，是次聚會有三十位家長義
工參與，大家聚在一起製作繩結吊飾，十分愉快！

  本校於10月9日舉行了第四屆「家長學院」開學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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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學員人數共有211人。同日，
本校舉行了「價值啟蒙老師」家長講座，講座由元朗大會堂服務總
監（家庭生活教育及培訓）陸鳴茜姑娘主講，期望讓家長認識如何
協助子女建立及內化正確價值觀念的方法，並掌握如何應用正向管
教技巧，出席家長超過一百多人，場面十分熱鬧。

家長學院開學禮

主席： 林媛女士

康樂： 張燕婷女士

宣傳及聯絡： 王鐘萍女士、黃苑玉女士

總務： 吳麗欣女士、張嘉儀女士

第十一屆家教會常務委員會選舉
  由「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家長教師會有限公司」籌辦之第十一屆家
教會常務委員會選舉已於十月二十五日完成提名程序。由於是次選舉
之家長候選人人數與常務委員會家長委員席位之數目相等，故此所有
本屆候選人即自動當選，出任第十一屆家教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協助
推動及完善本會會務。

  而各職位之人選，已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常委第一次聚會中由各委
員互選產生：

2019年度家教會親子旅行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12月14日上午舉行「家教會親子旅行
2019」活動。是次活動有198個家庭出席，連同教師18人，共
569人參與。早上8時30分，全體參加者於本校集合，出發到流
水響水塘（天空之鏡）遊覽，之後到龍華酒店享用乳鴿餐。下
午到大埔蝶豆花園有機農莊遊覽，約下午5時正回校解散。當天
風和日麗，大家均盡慶而返。

親子瑜珈班
  為配合學校推廣正向價值教育，建立正面「良好關係」
的價值觀，家長教師會於10月起舉辦一連8堂的「親子瑜珈
班」，藉著家長與子女一起學習瑜珈動作，增進親子良好關
係，共同培養恆常運動的良好習慣。是次課程由專業瑜珈
導師執教，參加的家長及同學都對各種各樣的瑜珈動作甚
感興趣！

點票進行中

來一張大合照

完成作品來個大合照
製成品很漂亮啊!有說有笑，輕鬆時光

大家都很專注地製作吊飾

家長校董張嘉儀女士及替代家長
校董梁少萍女士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