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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樂善堂轄屬小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於2020年11月6日舉行，當天早上的分享環節以ZOOM形式進行，首
先由香港中文大學趙建豐教授分享「如何運用電子學習促進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提出了SPACE的概念與方向，
好讓課堂的設計能更有效能。接着，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四科也安排了有經驗的友校，以ZOOM形式進行的電
子學習經驗分享。

  至於下午時段，為了配合學校重點發展關注事項「創建環保校園」，學校特別邀請了Plastic Free Seas教育經
理主持「無塑海洋」講座，闡述現今海洋已被塑膠垃圾嚴重污染的實況，大家必須實踐減少使用塑膠的行動。當天

分享的各個環節均帶給同事不少的反省及借鏡的地方，的確是一個難得的學習和交流平台。

趙建豐教
授的講座

很有啓發性
全體教師大合照

教師積極參與英文科的電子學習
經驗分享

教師留心聆聽中文科的電子學習經驗分享

樂 善 堂 周年線上萬人行活
動

  本校配合九龍樂善堂的
「樂善堂140周年線上萬人
行」籌款活動，是次步行籌款

活動以「攜手邁步‧越戰越

勇」為主題，推動全民健康，

傳遞樂觀及正面的訊息，同時

向普羅大眾傳揚本堂推動多年

來之善業，與各界善長攜手共

度140載。所籌得之善款將撥
作本堂醫療、教育、安老及社

會福利服務發展經費。

  學生可邀請善長捐款贊助，若捐款額滿港幣$100或
以上，便會獲邀參加「樂善堂140周年線上萬人行」活
動。學生可佩帶計步手錶以記錄步行數量。參加者可透

過日常活動，如步行、跑步、行山或在家運動等，累積

更高的步行里數以達到14000步的挑戰目標。是次籌款活
動亦設有「限量版運動套裝」100套，產品包括健身帶、
運動毛巾及運動冰袖，並優先送予首100名最高籌款額之
學生。全校師生對這次活動表現積極，反應熱烈！

陳婉婷
校長是

第一位
獲得

計步手
錶的，

她十分
支持

我們這
個活動

，並且
身體

力行，很
快已經達

標了

只要捐款滿港幣 $ 1 0 0或以
上，便可以獲得一隻色彩繽紛
的計步手錶及參加「琚校動起
來」活動很多老師們也佩帶

着計步手錶去做運
動

這是 1 0 0套的「限量版運動套
裝」，產品包括健身帶、運動毛巾
及運動冰袖 5D溫浩南同學很快已經達標了，

有14146的步行紀錄

5B許若彤同學好勤力做運動啊！
有17685的步行紀錄  

6A邵康樂同學不但踴躍捐款，而且也很勤力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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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曲奇」捐贈

  本校於2020年10月舉行了一年一度的
月餅盒回收活動，希望同學在慶祝中秋節之

餘，亦把月餅盒帶回學校回收，減少浪費資

源，為保護地球出一分力。

  2020年10月中，樂善堂收到了一批由善長捐贈的曲奇，並把
曲奇分發給各屬校。由於數量有限，由班主任自訂班本原則分發給

個別同學，收到的同學都十分高興，亦感激善長的捐贈。

  2020年10月30日是同學期待已久的英語活動—萬聖節便服日。當天師生們都

穿上萬聖節服飾，同學向老師朗讀“Trick or Treat”押韻詩及領取糖果，節日氣氛濃
厚，全體師生共度了愉快的一天。

老師和同學們都
悉心打扮

同學們很期待Mr. Ryan派糖果

同學們一起向Miss Pari朗讀“Trick or Treat”押韻詩

YEAH! 萬聖節快樂！

英
語
活
動

萬
聖
節

收餅 動盒 回月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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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乾媽爹計劃
  校園乾媽爹計劃今年採用了心意刮刮卡的
形式，讓乾媽和乾爹與孩子相認，老師們化身

為乾媽爹寫心意卡給他們的乾兒女。由秘密信

差代為送上心意卡後，同學們刮開刮刮卡便知

道誰是自己的乾媽爹，乾媽爹還會送上禮物給

他們呢！

  本年度學校以「正向價值教育」訓輔主題，着力培養學生六種品格強
項，包括仁愛、勇氣、公義、智慧與知識、節制及靈性與超越。為了將抽

象、生硬的道理變得形象化和生活化，學校特意為每種品格強項設計出一個

造型獨特、具象徵性的角色，並製作成一套六款的金屬徽章，以獎勵有良好

表現的學生。

  全校老師會因應學生各方面的良好表現，於「EDX SCHOOL」應用程式
內選取相應的範疇，為學生添加寶石積分，家長及學生均可即時查閱。當累

積到指定分數後，學生就可以在應用程式內換領扭蛋券乙張，扭蛋裏的禮物

包括該期的品格強項徽章，部分學生更有機會額外獲得一份驚喜禮物。

　　截至十一月份，第一階段的扭蛋活動已經圓滿結束，全校逾七成學生儲

滿指定積分，接近一半學生參與了扭蛋活動。學生對校本輔導活動表現出濃

厚的興趣，並在各方面表現出令人欣喜的品格強項。第二階段的扭活動如箭

在弦，期望學生能夠繼續努力，成為具有良好品格的小公民。

學生積極參加活動

六個品格強項角色

學生滿心歡喜排隊扭蛋成功換領扭蛋券的學生都滿心歡喜累積指定分數的學生可以兌換扭蛋券

琚 校 校 本 獎 勵 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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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全方位輔導班的同
學學習之餘，還參加了課後

彩虹興趣班，一共有四班，

包括手工、日韓語、魔術和

口琴班。學生們在星期六早

上進行活動，看看他們多開

心呢！

齊來做手工 齊來吹口琴

齊來學日韓語 齊來學魔術 齊來畫畫

KTV 
  校園直播室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的
撥款，全面將設備升級，並重新命名為

<<KTV       >>，以全新面貌啟用。現時直
播採用全數碼廣播系統，配合課室智慧電

子黑板，令節目的影音效果更為出色。

課後彩虹興趣班

聖誕聯歡會
  萬眾期待的聖誕聯歡會沒有因為疫情而受
阻，於2020年12月22日移師網上舉行，小一至小
六分三場進行，同學們都準時登人網上會議室，

心情既興奮又緊張，大家更悉心配合聖誕節打扮，會議室充滿愉快的氣

氛！聖誕聯歡會分為級際和班際兩個時段，節目非常豐富，包括英文聖

誕歌曲大合唱、聖誕故事分享、師生點唱活動、團體遊戲及大抽獎，獲

獎學生將收到郵寄或特別派送的聖誕禮物，師生們都十分投入活動，留

下難忘的回憶，過了一個不一樣聖誕聯歡會！

網上即時抽獎，緊張刺激

陳校長帶同家中小狗與同學
一起歡度聖誕佳節

齊唱英文聖誕歌

齊聽聖誕故事

謝主任親自派送聖誕禮物
到獲獎者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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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室新設施及設備

2020 年度首屆
穗港澳手繪插畫

「我是自己的健康小主人」比賽

  2 0 2 0年度首
屆穗港澳手繪插畫

「我是自己的健康

小主人」比賽中，

本校 2C班鍾詩琪同
學獲小學組的特等

獎，其作品已收錄

在大會的健康紀念

冊及是次活動的個

性化紀念郵票中，

恭喜鍾同學！

第二十四屆
屯門元朗區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
  本校學生於2020年11月14日參加由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舉
辦的「第二十四屆屯門元朗區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其中 5A
班鄧紫熙同學獲得優異獎。

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獲得獎項

吳鴻澤 6A 鋼琴獨奏 金獎

馮君渝 3A 古箏獨奏 金獎

吳燁琛 6C 鋼琴獨奏 銀獎

張海安 5B 鋼琴獨奏 銀獎

劉善彤 6A 古箏獨奏 銀獎

方靖彤 6B 古箏獨奏 銅獎

祝寶琦 4A 古箏獨奏 銅獎
6A吳鴻澤同學獲鋼琴獨

奏金獎 3A馮君渝同學獲古箏獨奏金獎

  學校致力建構廿一世紀數碼化的學習環境，讓學
生能迅速地通過互聯網獲取全球資訊與知識。本校不

但已建構一個完善的無線網絡系統全面覆蓋校園，而

且每一間課室安裝了86寸的多媒體互動電子大屏幕，
成功融合各科電子教學的需要，增強課堂互動及學習

趣味，大大提升學與教的質素。

  此外，本校更悉心照顧學生的不同健康需要，重
視其脊骨及視力的發展，本年度已更換可調較高度

的學生書桌、高質素的護脊椅子及節能減碳的照明系

統，為學生提供一個愉快、舒適的優質學習環境。

  另外，學校為學生更換了新的圖書及學具櫃，其
中放滿了中西文化、品德教育的圖書，以及全新的教

材和學具，學生可在早讀課及各科進行課堂活動，令

校園充滿濃厚的閱讀及探究氣氛。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第三屆小學音樂邀請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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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金鑫老師，在琚校任教中
文及普通話科，很高興能加入琚校這

個大家庭。在本學年，我是3D班的班主
任。我期盼能與家長攜手合作，陪伴學生愉快

成長，讓每位學生認識

並欣賞自己，盡力發揮自

己的潛能，享受學習。同

時，亦希望培養學生的

品格，幫助他們建立

正確的價值觀，成

為一個善良、正

直的人。

  我是今年任教3E和4B班視
藝科的梁思靈老師。很高興能加

入琚校這個大家庭，與各位老師和同

學相遇。琚校包容友愛的文化令我十分深

刻，每天陪伴各位同學一起學習，彼此關愛和

細心探索，令我也成長了不少。除了視藝以外，

我對動物跟流行音樂等話題也十分

有興趣，歡迎同學主動跟我分享

生活趣事和學習視藝路上的苦與

樂。希望同學在充滿愛的學習

環境下發掘到自己的長處，

同時成為一個不屈不撓、

有同理心及見識廣闊的未

來棟樑。

Kam Hing 金鑫

新入職老師介紹

   我是1C班班主任黎如詩老師，主要任教
中文科和常識科，很高興能夠加入琚校這個

大家庭。學校內不論是環境、政策、活動、

老師和學生都洋溢着關愛的氛

圍。琚校不但重視學生的學習成

績，更是注重學生的品德價值發

展。希望在我循循善誘的教導下，

我的學生能夠愉快、健康地成長，

將來能成為一群德、智、體、

群、美兼備的社會棟樑。

  貝多芬曾 過：「並沒有人會在意
彈錯一個音，但欠缺熱情的演奏卻不

可饒恕。」這句名言深深感染了我，

從踏進教室一刻起，我的演出便開始

了，觀眾是社會未來的主人，我的一

言一行都會影響他們，責任之重，實

在不敢輕忽。於我而言，教育不單是知識的傳遞，更要培養孩

子喜歡學習，因為他們終有一天會告別老師，讓孩子學會追求

知識才是真正成功的教育。

  很高興能在琚校展開我的教學生涯，這裏的同學純樸有
禮，同事滿腔熱誠，整個校園洋溢著正面積極的氛圍，戴上口

罩亦難掩每個人的笑容。琚校孩子帶著笑容來上學，我也要讓

他們帶著笑容回家，這就是我對教育一曲的熱情。我是任教音

樂科、視藝科、常識科和電腦科的蔡一言老師，亦是本年度3B
班的班主任，今後請各位多多指教。

Lai Yu Sze 黎如詩

  我是5C班班主任林紫欣老師，在琚
校主要任教英文科和常識科。我主修英

文、英國文學及教育，希望我教授的同

學都能在愉快及充滿學習氛圍下學習，

熱愛英文並在課後多閱讀英文讀物。琚

校是一所充滿關愛及體諒的學校，每次

看見同學舉手答問題或是拿著課業問

問題時，這些都成為我教學的動力。

同時，我也希望同學能在小學階段多

發掘個人興趣，包括藝術、運動或音

樂等，實現一人一體藝的均衡發展。

   我是1D班班主任黃珊珊老師，主要任教中文
科和常識科，很高興能加入琚校這個充滿歡笑與

關愛的大家庭。這裡的學生靈動可愛、朝氣勃

勃。看著他們專注課堂、求知心切、關懷同儕

的舉動，實在讓我倍感暖

心。希望各位同學除了能

熱衷於學習，也能修身立

德，成為一個品學兼優的

人。最後，祝願大家學業

精進、身體安康！

Lam Tsz Yan 林紫欣

Wong Shan Shan 黃珊珊

Tsoi Yat Yin 蔡一言

Leung Sze Ling Sally 梁思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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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家長教師會有
限公司」籌辦之2020年度「法團校董會家
長校董選舉」於10月30日下午按程序完
成。當天由陳婉婷校長、黃淑英副校長、

家教會主席林嬡女士負責監票。

  是次家長校董選舉共有兩位候選人。
候選人一號張嘉儀女士獲得選票103張，
候選人二號趙梅華女士獲得選票107張。
趙梅華女士獲選為2020年度家長校董，張
嘉儀女士獲選為2020年度替代家長校董。

點票進行中

當選家長校董趙梅華女士及替代家長校董
張嘉儀女士與陳校長及兩位副校長合照當選校董與家教會常委合照

法團 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

祝寶寶身體健康！聰明伶俐！活潑可愛！

蔡穎雯主任喜誕龍鳳胎

視藝科專業學習社群    本校視藝科老師獲邀參加了2020/21「建立有
效的對話及提問策略以促進創作」專業學習社群計

劃。是次計劃，港九新界共有四所學校參與，並邀

請得香港教育大學文化及創意藝術學系譚祥安博士

作計劃顧問。全體視藝科任老師於2020年11月10
日參加了第一次的工作坊，譚博士豐富的資料、對

藝術作品深入的講解及引導老師進行高階的評賞教

學，令大家獲益良多，相信對往後的評賞教育裨益

不少。

全體參與老師大合照

學校代表老師與譚博士合照

各校同工都專注於譚博士

深入的分享

如果請同學設計一張疫症中的椅子，你會
怎樣設計？告訴你的視藝老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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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家教會會員大會於2020年12月11日順利完
成。因應疫情影響，本年度家教會員大會改以ZOOM形式舉
行。當天有89位會員出席，由家教會主席林嬡女士擔任大會
主持。

  2020會員大會內容為審閱、通過2020年度會員大會議
程及2019年度會員大會會議紀錄，通過接納2019年度財政報
告，並由家教會主席林女士匯報上年度會務及預告未來動向，

會議順利進行，感謝各位會員踴躍出席支持。

會議改為以ZOOM網上舉行 家教會林主席匯報會務（右一） 會員投票通過議程 記錄各項議程的投票結果

  為協助本校小一至小六學生家長學習與子女相處之道，本校誠邀心靈階梯培訓總監余國健先生主講《哪有不動氣的父
母》家長講座，期望透過講座讓家長了解怒氣的本質及後果、有效管理怒氣的要訣及預防情緒爆發的措施，讓家長掌握與

子女相處之道及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主講嘉賓余國健先生
因應疫情關係，

講座改以ZOOM形式舉行 家長們踴躍發問 余國健先生為家長解答疑難

2020-2021琚校家長學院課程內容及日期

舉行日期 時間 講題 對象 主辦單位/講者

28/10/2020 9:00-10:00am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一）—《開開心心上小一》 小一家長
駐校社工
梁日麗姑娘

10/11/2020 9:00-10:30am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二）—《公主病王子病》 小一至小六家長
元朗大會堂

家庭生活教育組
陸嗚茜姑娘

11/12/2020 9:00-10:30am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三）— 《哪有不動氣的父母》 小一至小六家長
心靈階梯培訓總監
余國健先生

19/01/2021 9:00-10:30am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四）— 《生命教育》 小一至小六家長
明愛天水圍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李家欣姑娘

03/02/2021 9:00-10:30am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五）— 《出色管教》 小一至小六家長
元朗大會堂

家庭生活教育組
陸嗚茜姑娘

09/03/2021 9:00-10:30am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六）— 《要電玩，還是要陪伴》 小一至小六家長
心靈階梯培訓總監
余國健先生

13/04/2021 9:00-10:30am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七）— 《「誠信與責任」培養好品德孩子家長講座》 小一至小六家長 天水圍信義會

18/5/2021 9:00-10:30am 琚校家長學院講座（八）—《提升子女抗逆力》 小一至小六家長
駐校社工
盧燕英姑娘

《哪有不動氣的父母》家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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