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五月，我們敬重的李聖潑校監BBS要卸下領導本校的重責了！

李校監一直對琚校關懷備至，為了讓學生更有效地開展STEAM學習，

李校監特意捐款港幣八十萬元，設立了「李聖潑STEAM創意教室」，

亦斥資安裝了太陽能發電板，致力推動環保，讓琚校學生得益不少！為

了感謝李校監的無私奉獻，琚校全體教職員及學生寫下了感謝的語句，

並拍下照片，加上琚校廿五周年校慶的主題曲「銀禧情」作陪襯，製作了一段音樂影片，在5月18

日法團校董會議舉行當天送給李校監，以表達我們對他的由衷感激及敬愛之情。

音樂影片內有全體教職員及學生寫下的感謝語句

胡副校特意題詩感謝李校監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Lok Sin Tong Leung Kau Kui Prim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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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送李聖潑校監

  為營造良好的英語學習語境，並提高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本校於2020年

1月10日舉辦了一至三年級「英語樂繽紛暨學校開放日」。當天設有8個戶外英

文攤位和3個英文STEM工作坊，場面十分熱鬧。學生透過參加遊戲和工作坊，

不但能在活潑輕鬆的氛圍下學習英語，而且能透過親手製作紙飛機、降落

傘或萬花筒，學習當中的科學原理。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學生都十分喜歡

老師為他們精心設計的各項英語遊戲和工作坊，並同意是次活動能大大提

升他們學習英語的興趣。

學生親手製作紙飛機 快來看我的降落傘吧

真的好好玩呀學生都十分期待參與各項攤位遊戲

我的紙飛機轉得好快呀

色彩繽紛的萬花筒世界好美呀

我們亦預備了一份別具心意的禮物送給李校監留念

李校監因事務繁忙未能出席校董會議，
紀念禮物由李培埡校董代領



  為了推動可持續綠色能源教育，並響應政府的環保政策，本校獲得李聖潑校監BBS慷慨捐贈28塊太陽能光伏板，安裝

於本校天台。本校亦參加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計劃，將節省的電費成立「樂善堂李聖潑STEAM教育

獎學金」，以表揚在STEAM學習上有卓越成就的學生。

陽光校園 能源教育計劃生可再

         為有效監察學生及訪客的體溫狀況，學校購置了一套「紅外線體溫監測系統」。該系統能以人工智能運作，可以同一

時間最多監測10位進校人士的體溫，如發現體溫偏高者，系統將發出警示音效及閃燈，通知學校職工為他們以額探或耳探式

體溫計進行覆檢，確保防疫措施有效運作，保障師生安全。

紅外線體 溫監察系統

  為配合電子學習的大趨勢，本校率先在一、四年級課室和英語室安裝了86寸的電子互動大屏幕，配合移動綠板或

白板，成功融合各科電子書的互動功能，讓師生都能感受到更貼身的多媒體互動效果，提升整體的教學效能。由於效

果良好，教師又樂於使用，故此本校計劃在來年於其他教室和特別室都安裝電子互動大屏幕，進一步提供優質的電子

化教學設備，提升教學效能。

課室電子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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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家教會的家長義工每周悉心在「開心蔬果園」

栽種及灌溉蔬菜。今年蘿蔔及芥菜收成豐富，學校更安

排園藝組組員及各班代表化身小農夫，跟家長姨姨學習

收割蘿蔔及芥菜，真是一個既寶貴又難忘的體驗喔！ 

謝謝姨姨教我拔蘿蔔
小農夫大豐收

  為加強學生對新冠狀病毒的認識和關注，本校在復課首

天為學生安排「防疫課程」，透過學校製作的「琚校防疫睇

真D」短片及「防疫課程」簡報，提醒學生注意個人衞生、謹

記回校前量度體溫、正確使用口罩和清潔雙手、與人保持適

當的社交距離、保持健康生活模式等等。

  此外，我們亦為抗疫人士打氣及表達感謝，每位學生將

心意寫在感恩卡上，並張貼在課室壁報板的「抗疫感恩樹」

上，讓全校師生一同達到「你我齊心 共同抗疫」的目標！

防 疫 課 程

  教育局於5月5日宣布全港學校分階段、有秩序地

逐步復課。小四至小六於6月8日復課，小一至小三於

6月15日復課。本校已於5月25日舉辦網上家長講座，

讓家長瞭解怎樣協助學生做好復課的準備。此外，為

讓家長及學生瞭解復課的相關安排，本校亦於6月6日

舉行網上家長會，期望家校合作，同學們可以安全、

愉快地回校學習。家長出席踴躍，透過家長會，能清

楚瞭解學校的防疫安排，並能予以配合，達到良好家

校溝通的目的。

網上家長會

開心蔬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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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家人下棋

  新型冠狀肺炎肆虐，自停課開始，本校一直為

學生組織全面、有效的網上學習活動。老師每星期

按照進度透過Google Classroom發放各式學習材

料，除了親自錄製視頻教授課題重點外，還會利用

Google form製作課業，並依學生的表現給予適當回

饋，再輔以每星期八節的中英數常「網上實時直播

課堂」，增加師生

互動，鞏固學習難

點，並解答學生的

疑問。根據統計，

逾99.8%學生能夠

在停課期間繼續學

習，真正做到「停

課不停學」。

停課不停學

  為了讓學生在停課期間繼續建立正向生活，學校每週會設計不同的任務，讓他們在家中也能建立自理的生活和行

為，如清潔雙手後才吃飯、準時及投入ZOOM課堂等。此外，學校也希望學生樂於分擔家務、清潔家居並照顧弟妹，好

讓他們體會家人平日的辛勞，從而學會感恩。學校還鼓勵學生在家勤做運動，鍛煉身體，增強免疫力。一家人如能保持

良好的溝通，身心也

會更積極、更健康，

故此學校也鼓勵學生

與長輩常聯絡，製作

小禮物或擁抱他們

等，這些也是值得表

揚的行為。在停課期

間，學生應該多向家

人表達愛，與家人一

起戰勝「疫」境。

「停課不停
學

積極正向生活我做到」計劃

「ZOOM網上實時直播課堂」增加師生互動

同學們十分期待復課

聽家人講故事增進感情
幫忙晾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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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幫助學生學習解決困難的方法，本校與聖雅各福群會合辦了

「恒生青少年品格達人」活動，以模擬人生的活動增加學生的信心，

在不同的崗位上瞭解到自己的能力和性格，進一步清晰未來的路向。

在學期初分別有導師到校為五年級學生及家長進行成長課，向學生講

解品格的重要及尋找自身的品格強項，教授五年級學

生家長如何建立良好親子關係、處理孩子在成長階段

中面對的不同挑戰等。另外，本校於一月舉辦職場體

驗活動，以模擬社會形式提高學生對四大品德及品格

強項的認知，透過品格價值的選擇讓學生反思品德在

社會上及日常生活的重要性。

恒生青少年 品格達人

  為鼓勵學生積極參加「網上實時教學課堂」及用心

完成網上功課，訓輔組特意在三月安排了一次驚喜。由

各班科任老師選出積極參與課堂的學生，他們可以獲得

教師設計的心意卡乙張及小毛巾乙條。據統計總共550 

多名學生獲得小禮物，大部分學生及家長表示禮物是對

學生在抗疫期間的一大鼓勵，開心收到來自老師的支持

及鼓勵，並感謝老師的耐心教導，學生於停課期間亦繼

續努力學習，做到「停課不停學」。

學生收到小禮物感到十分開心

積極學習獲小禮物

職場體驗活動

品格達人成長課
品格達人家長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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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式跳繩組校外比賽佳績

學生於各方面均有傑出的表現，並獲得驕人的成績，

部分獎項臚列如下：

學術

音樂

科技

6A曾鎂妮於「2019-2020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菁英盃」現場作文比賽初賽）」奪得一等獎。

2A陳兆鋒及4A業廣晉於「香港學校朗誦節」取得英
語詩詞獨誦亞軍，4A鍾家晞於「香港學校朗誦節」
取得英語散文獨誦亞軍。

1B譚浩琛、2C謝潔瑜、2D李心玥、4A蘇啟聰、5E
梁裕烽、6A黃晞茹及6A李欣婷於「香港學校朗誦
節」於不同項目取得季軍。

5A黃展珀於「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0初賽奪得一等獎。 校外比賽獲獎紀錄QR Code

6 A方冠皓於「第二
屆小學音樂邀請賽

2019」勇奪鋼琴獨奏
金獎。

S T E A M精英組於
「第二屆STEM三項
全能挑戰賽陳呂重德

盃」取得銀獎。

藝術
體育

6A馮悅童於香港童軍總會
童軍知友社「金禧紀念活

動—「心思心意」郵票

設計比賽」中取得季軍。

男子籃球隊分別於「聖西門呂明才盃三

人籃球邀請賽」及「第十一屆屯青鐘聲

盃三人籃球賽」奪得亞軍及季軍。

女子排球隊於「九龍塘宣道小學65周年
校慶盃邀請賽」取得殿軍。

  為提高學生的英語寫作興趣，本年度英文故事繪本組參加了2019 Kids4Kids 英文故事繪本比賽，並獲得卓越的成績，真是

可喜可賀! 全港共有39間學校參加，在169個故事中，本校其中2個英文故事獲選為全港十大傑出故事，獲選的故事將會被輯錄

於「童協基金會作品集」。兩個獲選的作品分別為6A 鄧霈文、李欣婷同學所寫的'The Superstar' 和6A 黃銳思、曾鎂妮同學所

寫的'Super Betty Saves the World'。

  本年度花式跳繩組於1月19日參加了「全港小學分區跳繩比賽

2020」，組員當日表現卓越，為琚校奪得優異的成績，男子組及女

子組更同時榮獲元朗區總成績亞軍的佳績，獎項詳情如下：

比賽 獎項數目 團體獎盃
全港小學分區
跳繩比賽2020

共獲得70個獎項，
包括17冠、19亞、19季和15殿。

男子組獲元朗區總成績亞軍
女子組獲元朗區總成績亞軍

男子組及女子組榮獲元朗區總成績亞軍

王老師在旁邊默默地支持著
比賽中的組員 隊長黃國棟比賽時沉著應戰

2019 Kids4Kids 英文故事繪本比賽

獲獎紀錄

恭喜6A 鄧霈文、李欣婷同學 十大傑出故事—The Superstar 恭喜6A 黃銳思、曾鎂妮同學
十大傑出故事—

Super Betty Saves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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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2020年6月12日舉行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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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是第二十五屆

「表揚教師計劃」，以及2019-20年度樂善堂教師獎勵計劃。經過一輪投票後，最終由謝兆基主任和利玉珍老師當選。

  另外，2019-20

年度樂善堂教師獎

勵計劃中的「關愛支

持」範疇，由鄧晞程

老師當選，至於「學

與教」範疇則由梁佩

文老師當選。

  本校家教會參加了由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舉辦之2019-2020「伴你高飛—義工童行」獎勵計劃，全校共有18組家庭

獲提名參加是次活動，藉此鼓勵家長與子女一起參與義工服務，學習關懷他人，並培養公民責任和助人的美德。每組成員均撰寫

參與義工服務的過程及反思，獲嘉許學生名單如下：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1D 潘嘉琪 1E 柯晴 2C 化森藤

3A 常貝熙 3A 郭芷澄 3B 林灝

3B 楊愷迪 3C 張哲綸 3C 藍祖佑

3C 黃浠諾 4E 鄧皓榮 5C 王宇騫

5C 黃琬孋 5E 鄧凱文 6A 張芮瑜

6A 盧家樂 6A 黃振軒 6A 黃晞茹

2019-2020

「伴你高飛—義工同行」獎勵計劃

  恭賀校友梁偉健、陳華娜新婚之喜！

  一對新人特意回母校拍攝結婚照片，回味相識滋味及對母校的深厚
感情，祝福兩位校友白頭到老、永結同心！

祝小寶寶身體健康！聰明伶俐！活潑可愛！

校友喜訊弄瓦之喜
方靜儀老師

2019-20 年度優秀教師選舉

第二十五屆「表揚教師計劃」得獎老師們合照

2019-20年度樂善堂教師獎勵
計劃中的「關愛支持」範疇得
獎老師鄧晞程老師2019-20年度樂善堂教師獎勵

計劃中的「學與教」範疇得獎

老師梁佩文老師

  本學年第四屆琚校家長學院，完成課程畢業學員共有91位，成效理想。

第四屆琚校家長學院畢業學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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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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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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2020 上午9:00-10:30 《情緒智叻星》 一至六年級學生家長 明愛天水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蔡敏沂姑娘及周文彬先生

25/05/2020 上午10:00-11:00 《復課的準備》 一至六年級學生家長 元朗大會堂服務總監（家庭生活教育及培訓） 陸鳴茜姑娘

2019-2020

家長講座內容及日期

  本校家教會舉辦之「親子探訪老人院活動」於2020年

1月22日順利完成。當天由家教會副主席黃淑英副校長及

家教會常委帶領16組親子家庭成員探訪屯門輝濤安老院，

活動內容有學生的才藝表演、猜燈謎、送揮春、派發禮物

包、與長者傾談等。學生的表演十分精彩，逗得老人家哈

哈大笑，場面既溫馨又熱鬧。希望學生藉此親子活動，能

夠更關心長者，體會「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並建立和

諧的親子關係。 

親子探訪老人院活動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家長教師會有限公司

舉辦之「全『銶』抗疫‧童心同行」親子攝

影比賽活動已經圓滿結束，結果如下：
全「銶」抗疫‧童心同行

親子攝影比賽
親子瑜伽

一起學習，一起成長 疫情下的生日

親子烘焙時間

  親子瑜伽，
是一種陪伴，一

種 分 享 。 藉 由

運動中的互動關

係，無形中增進

彼此的默契與依

賴，親子情感能

更上一層！

1C 胡嘉怡  冠軍及
「最受歡迎人氣大獎」

（網上投票）

1B 黃俊謙  亞軍

5A 李凌峰  季軍

  星期天和爸
爸一起製作馬卡

龍，我會親手製

作出好味的馬卡

龍哦∼

  此遊戲講求身體平衡，於遊戲中做
伸展運動。我們在玩的過程中笑料百

出，身體不同程度伸展，顯示不同狀

態，一家大小都很樂於一起玩。

Twister 身體扭扭樂親子遊戲

  一起學習做蛋糕，一起學會

感恩，將成果獻給媽媽婆婆慶祝

母親節。

3C 黃浠諾  優異獎

  疫情下的生日一切從簡，沒
有外出慶祝，不能與同學們慶

生，但是

有家人的

陪伴也倍

感溫馨。

1A 黃嘉穎  優異獎

跟爺爺談天，獲益良多

「施比受更有福」花式跳繩表演真
精彩

送上揮春，拜個早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