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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2021年3月4日舉行「樂善堂140周年期
間限量版特色手工糖」活動，每盒糖果定價為港幣38元

正，藉以籌募善款支援樂善堂「樂善童心」特殊學習兒童

計劃及社會房屋計劃之基層兒童家庭。

    本校一向鼓勵學生以義賣活動傳揚「愛與分享」的精神，凝
聚「愛心力量」幫助更多有需要人士。我們相信此活動不但可讓

同學樂於與別人分享，明白「施比受更有福」，亦可讓學生了

解他人需要，建立服務社群之精神。

     是次活動全校師生共襄善舉，共同發揚為善最樂
的精神，勸銷總額為  33,28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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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善      甜心行動 2021

陳校長是第一位
認購樂善「糖」
的善長呢

陳校長當天到場支持樂善「糖」甜心行動

6A邵康樂一向十分踴躍支持學校的籌款行動，
他真是琚校的「愛心慈善大使」呢

我們兩姐妹也一起
來支持學校的樂

善「糖」甜心行動
呢

陳校長親自到場義
賣樂善

「糖」，為樂善堂
出錢又出力

學校的義賣樂善「
糖」活

動，一定要來支持
呢

  今年的全方位跨學科學習日已在
2021年1月25日至1月26日完成。各級
以「憑著愛」為主題，再分別以「愛自

己」、「愛家人」、「愛社區」、「愛香

港」、「愛祖國」及「愛地球」為子題進

行多種類型的活動。今年各級課程以網上

或實體的形式教授，而因部份學生因身處

內地，各級的時間表、學習冊及工作紙亦

已提前透過eClass、OneDrive及Google 
Classroom發放，讓他們亦能同步一起開
心地學習。

「糖」

全方位跨學科學習日

運用Time to Climb作課堂評估

學生在網上創作漫畫

網上分享學生製作的環保
海報欣賞介紹中國八大名菜的影片運用Padlet收集學生的意見

學生製作環保竹蜻蜓



「元朗區小學生學首
選舉 2020/21」  

  經過第一階段學生履歷審核及第二階段面試，本校學生6A趙
彥鈞及6A石梓涵均獲得評審一致讚許才德兼備，具備學首風範，
獲得由元朗信義中學舉辦的「元朗區小學生學首選舉 2020/21學
首獎」; 而6A 陳琬君亦獲優異獎。恭喜以上獲獎之學生！

星島日報到校採訪

  本校多年來一直關注學生的全人發展，並積極推廣正
向價值教育，本年度繼續與香港意學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合

作推出電子獎勵計劃，並獲邀請接受星島日報到校採訪，

向外界分享本校推廣正向價值的理念、心得及成果。

  有關採訪已於2021年2月23日刊登在《星島日報》教
育版上，有關報導內容可以瀏覽以下連結：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7949957

6A 陳琬君

6A石梓涵

6A趙彥鈞

陳婉婷校長接受記者採訪
獲獎學生向記者展示扭蛋禮物

學生與家長展示
EDX獎勵計劃APP

老師展示電子獎勵計劃加分系統
記者採訪得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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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響，本年度「琚校繽紛大匯演」於2021年5月6、13
日，在周會時段播放同學參加校外比賽或演出的精華片段。

  表演節目包括朗誦、管弦樂、古箏、跆拳道及英文話劇，全校師
生一同見證同學們的努力成果！

  期望疫情早日完結，家長及同學們可以再聚首一堂，於現場欣賞
同學們的精彩演出！

琚校
繽紛大匯演

  本校注重學生的多元發
展，除了學業成績外，亦關注

學生在品德、公民、環保教育

等的發展。自下學期開始，本

校繼續舉行周會活動，包括講

座、話劇、音樂會等，內容關

於網絡安全、網絡成癮、性教

育、預防賭博等等，讓學生能

夠達至「全人發展」的目標。
香港青年協會藍姑娘分享如何
分辨網絡事情的真偽

香港女青年會鄭姑娘主持《做個醒目
網「樂」人》講座，並與學生互動

網上課外活動及興趣班

  受疫情影響，本年度劍橋英語班、創意科技組、創客
教室、奧數組、辯論隊、跆拳道套拳班、女子排球體能

班、管弦樂團、古箏改於網上定期進行訓練。

  本校於本年度亦推行了多項免費網上興趣班
學習課程，為同學提供不一樣的新穎學習活動。

活動內容包括：國際象棋、圍棋、西

洋畫、水彩及素描畫、基礎韓語、

辯論興趣班、英文歌唱體驗班、詠

春拳體驗班及舞蹈體驗班。同學既

可在家中學習新知識，亦可以充實自

己，進一步擴闊視野。

多元化周會

鄭姑娘為學生講
解使用電子產品

的姿勢

網上韓語班

網上跆拳
道套拳班 網上詠春拳體驗班

網上樂器班-長笛

網上國際象棋班

網上創客教室

網上辯論興趣班

網上畫班

網上劍橋英語班

網上舞蹈體驗課

網上圍棋班

網上樂器班-小提琴

女子排球體能班

古箏表演由六年級同學擔任節目司儀
小提琴表演 英文話劇表演 朗誦表演 跆拳道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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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音樂科於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期間，配合二及四年級的音樂課程，舉行了自製環保樂器活動，讓學
生從設計及製作過程中展現環保概念及提升環保意識。學生佳作於2021年2月至4月期間在學校禮堂展出。

音樂科自製環保樂器作品展  

四年級佳作二年級佳作

親子環保創意設計比賽作品展覽

「每日環保成習慣，永續地球美如畫」

  視藝科舉辦了「每日環保成習慣，永續地球美如畫」親子環保創意
設計比賽。賽事於2021年3月已頒發所有獎項及完成作品展覽。是次比
賽分為幼稚園及小一組，非常感謝各位家長及同學

的踴躍參與，於疫症期間我們亦收到過百分參賽作

品，作品設計方向呈現多樣性，可說是百花齊放，

不少參賽作品質素令評判喜出望外。大家重溫一下

展覽的實況吧﹗同時再次恭喜各得獎者﹗
本校1A 李海柏
最亮麗設計大獎
及最具人氣大獎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真光幼稚園
下高A 黃思賢同學
評判最喜愛大獎
及最具人氣大獎

作品手工精美
又環保，循環

再造成實用、
可玩樂

或具裝飾作用
的新物品，非

常值得大家學
習呢

觀賞視藝作品
，賞心樂事 同學聚精會神地觀賞得獎作品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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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優化學校的學習環境，學校在雨天操場安裝強化玻璃摺門，日後舉辦早會及各項活動，無懼惡劣天氣的
影響，讓活動推展得更加順利，營造更佳的教與學環境。

  另一方面，為達至豐富而多變的舞台場景效果，學校已在禮堂安裝四幅多角度的LED Wall，再配合環迴音
響系統及專業多變的燈光效果，創造出不同的場景變化；讓觀眾能擺脫時空的限制，享受創新的影視體驗，令各

類典禮、講座、周會和表演活動的可塑性更高、更全面，增加幕前表演者和觀眾的投入感，營造更濃厚的學習氣

氛。此外，為讓琚校孩子提升音樂的鑑賞能力，學校還在禮堂新置一座音色細緻的三角鋼琴。在多項嶄新及優質

的設備下，期望為學生帶來視覺及聽覺的完美享受，從而傳遞多元化教育及藝術訊息。

  本校一向注重環保及實踐減碳節能，本年度成
功獲得「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於天台添置

一套綜合單車發電系統、兩部廚餘機及太陽能發電

系統。

  透過單車發電系統，能夠把運動、遊戲集於一
身，令學生更有效地實踐環保生活。

  廚餘機能把午膳後的廚餘變成肥料並用於學校
園圃種植，透過常識科的小農夫種植計劃，讓學生

明白及親身體驗「循環再用」的重要性。

  太陽能發電系統可為再生能源發展出一分力，
利用太陽光產生的能源發電，藉此減少對環境污

染，同時教導學生環保節能的理念，並能實踐於日

常生活中。

  此外，學校亦透過參加「賽馬會綠建環評學校
計劃」，成功獲資助五十萬元，優化本校節能設

備，包括空調系統及照明系統。學校已於4月更換
全校課室節能冷氣機及安裝LED光管；另於洗手間

及升降機走廊新設自動開關照明

感應器。此計劃能助學校減少

碳排放及節省能源開支，為師

生提供優質的學與教環境，更

能推廣可持續生活模式。

新設備環保

新設備學校

雨天操場強化玻璃摺門
LED Wall

太陽能發電系統

單車發電系統

課室節能冷氣機及LED光管

自動開關照明感應器

廚餘機 5



  本校同學參加第73屆
香港學校音樂節，於個人

比賽項目共奪得銀獎8項及
銅獎8項，而5D管曦兒更
於分級鋼琴獨奏（七級）

中勇奪第二名。 

     本校學生參加由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主辦的2020-2021
年全國青少年「菁英盃」語文知識大賽  全國現場作文比
賽。於初賽中，共取得二等獎3項、三等獎2項的佳績。於決賽
中，共取得二等獎2項，6A林景欣更奪得一等獎的佳績。

「2020-2021年全國
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第 72 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佳績

第 73 屆香港學校
音樂節佳績

訓練
老師

學生
姓名

班
別

學
號

比賽
項目編號 比賽項目名稱 分數 名次∕等級

∕獎狀
雷嘉雯 黃俊謙 2B 22 W101 分級鋼琴獨奏 一級 70 銅獎

黃俊章
劉敏心 3A 15 W104 分級鋼琴獨奏 二級 83 銀獎

李心玥 3A 16 W101 分級鋼琴獨奏 一級 81 銀獎

蔡一言
馮思睿 3B 10 W100 分級鋼琴獨奏 一級 85 銀獎

梁芷澄 3B 16 W100 分級鋼琴獨奏 一級 74 銅獎

曾麗蘭

張凱淇 4A 7 W112 分級鋼琴獨奏 四級 74 銅獎

郭芷澄 4A 12 W112 分級鋼琴獨奏 四級 68
鍾家晞 5A 8 N211 小提琴獨奏  二級 80 銀獎

林朗睿 5A 12 W104 分級鋼琴獨奏 二級 84 銀獎

吳珮瑜 5A 19 W118 分級鋼琴獨奏 五級 78 銅獎

張海安 5B 3 W117 分級鋼琴獨奏 五級 77 銅獎

管曦兒 5D 11 W126 分級鋼琴獨奏 七級 84 SECOND
陳琬君 6A 2 W117 分級鋼琴獨奏 五級 70 銅獎

程錦燕 6C 4 W117 分級鋼琴獨奏 五級 83 銀獎

吳燁琛 6C 16 W118 分級鋼琴獨奏 五級 85 銀獎

林燕虹
劉善彤 6A 13 N502 箏獨奏   中級組 68
方靖彤 6B 7 N502 箏獨奏   中級組 70 銅獎

莫慧㼆 陳巧琪 4C 1 W110 分級鋼琴獨奏 三級 77 銅獎

丘澤豪 5B 26 W116 分級鋼琴獨奏 五級 83 銀獎

英語詩詞獨誦

季軍 3A鄒嘉
何詠儀老師 

英語散文獨誦
亞軍 5A鍾家晞
陳婉婷校長 

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5A劉晉廷
成慧賢老師 

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2B譚浩琛
梁曉琳老師 

粵語散文
獨誦

季軍 2C黎思妤

劉詩婷老
師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6A劉善彤
黃藹晶老師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2E楊家樂
林燕虹老師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1A鄭姸希
黃家欣老師 

普通話散文獨誦
季軍 2D邵婧涵
蘇靖敏老師 

普通話散文獨誦

季軍 2C鍾詩琪
劉詩婷老師 

普通話散
文獨誦

冠軍 1C莫灔艷

黎如詩老
師 

全國現場作文比賽初賽
班別 姓名 獲得獎項
4A 李嘉鵬 小學三至四年級 二等獎
4A 楊凱亮 小學三至四年級 二等獎
6A 林景欣 小學五至六年級 二等獎
3A 王梓榆 小學三至四年級 三等獎
4B 王奕烯 小學三至四年級 三等獎

全國現場作文比賽決賽
班別 姓名 獲得獎項
6A 林景欣 小學五至六年級 一等獎
4A 李嘉鵬 小學三至四年級 二等獎
4A 楊凱亮 小學三至四年級 二等獎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中文作文比賽」
    本校共有85名學生參加由青松侯寶垣中學主辦的「侯寶垣盃小學校際中文作文
比賽」，榮獲「最佳參與學校獎」。在眾多參賽者中，本校學生共奪得10項特等
獎、41項優異獎及34項良好獎的佳績。

5D管曦兒  鋼琴獨奏（七級）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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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第三屈畢業生王嘉敏，
踏入社會工作越時間越長，越是

懷念讀書時期，藉著今年當選主

席回饋母校，對母校作出貢獻。

新任校友會主席
2020-2021年度校外

比賽獲獎紀錄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於2021年4月參加
「年度中國歷史人物專題研習報告比賽2020」，經
過評審初審及復審面試後，本校榮獲小學組亞軍，

有關頒獎典禮將於2021年6月12日舉行。是次活動
讓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和社會文化，本組亦將有關短

劇作品於每週一播分享，承傳美好的中華文化。

  本年度創意科技組於2021年5月8日參加由香港機械奧委會舉
辦「Hong Kong Robotic Olympiad 2021」，希望學生透過製作
機械人，讓學生體驗STEM的創新精神。比賽結果令人滿意，共
獲得以下獎項：

1.手搖發電機械人拉雪橇比賽冠軍
2.手搖發電機械人爬橫杆比賽冠軍
3.手搖發電機械馬短跑比賽季軍及殿軍

   各組員再於2021年5月29日到尖沙咀科學館參加由香港機械奧
委會舉辦的「機械人造型設計比賽」。透過造型設計比賽，從設

計意念，構思造型，材料運用等各方面，讓學生發揮創意及提升

解難能力。他們構思了六個不同造型， 分別是「流動壽司店」、
「不一樣的小狗」、「狂野漢堡包」、「彩虹爆炸蝦」、「懷舊

Cyber Dog」 及「太空競賽」參加比賽。比賽成績十分理想，共
獲得以下獎項：

1.多馬達機械人造型設計比賽冠軍及亞軍
2.手搖發電蹦跳機械人造型設計比賽冠軍及亞軍
3.手搖發電單馬達機械人造型設計比賽冠軍及亞軍

「年度中國歷史人物專題研習
報告比賽 2020」

香港機械奧委會2021機械人比賽

同學通過評審及現場考核短片加入了後期製作，令觀眾更投入
指導老師練嘉佑老

師、何國媚主任和
姜婉珊主任

同學學習編寫劇本、執導和演出李時珍小故事

各機械人造型設計比賽得獎者合照各手搖發
電機械人

比賽得獎
者合照

6B吳子皓
多馬達機械人造型
設計冠軍
「太空競賽」

6A黃文迪
多馬達機械人造型

設計亞軍
「不一樣的小狗」

6A呂栢耀
手搖發電蹦跳機械

人亞軍
「流動壽司店」

6A何易霏
手搖發電單馬達機
械人造型設計亞軍
「彩虹爆炸蝦」

5A陳澤榆
手搖發電蹦跳機械
人造型設計冠軍
「狂野漢堡包」

5A鍾家晞及5A佘家樂
手搖發電單馬達機械
人造型設計冠軍
「懷舊Cyber Dog」

全港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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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媽學習

（文章：汪培珽 手記：「公道要不要討」）
  閱讀文章後，啟發了我，凡事不必過於執著及過分緊張，

也要對小孩有一定信心及信任，先聆聽及了解後再一起商討，多角度思考，然後尊重

小孩做法取得平衡點，要相信小孩亦可以處理及面對，我們就從旁鼓勵及支持，至於

結果不用太執著，面對問題過程及溝通，才是家長和小孩好好學習的一課。

 2D 文愷澄家長     柯偉華 

  讀了這篇文章，讓我也反思了自己很多，文章提到對孩子的關心和信任，怎麼教
導都是值得去學習。 

4A 楊凱亮家長  楊俊珍

  這篇文章讓我在教養孩子的態度上有很大的幫助。什麼事可以適當給些建議，讓
孩子先想辦法自己解決。這樣遇上困難，慢慢就懂得自己解決，不要過份依賴父母。

 1B  陳姿允家長   黃佳玲

  十分欣賞這媽媽處理的手法。首先父母要懂得冷靜情緒了解事情，給予小朋友正
面回應，放手給小朋友自己學習處理事情的機會。本人尤其欣賞文章中，媽媽懂得引

導小朋友以書信形式和老師解釋事件，而小朋友亦提醒媽媽在親師懇談會中，不要向

老師提起這事情，由此可見小朋友已在事情中，懂得了穩定自己情緒、解決問題及關

懷別人呢！ 

      1D 陳藖心家長  張寶文

  很喜歡學校分享的這篇文章，令我有所感悟，也學到了如果孩子在學校遇到這方
面的問題應如何處理，有時孩子也是我們的老師，做家長的也應該多從孩子的角度看

待事情，多聆聽、多思考。

6C 莫仲倫家長     李德群

  本校於2021年5月14日舉行20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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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是第二十六屆「表揚教師計

劃」，以及20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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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黃藹晶老師當選。

  另外，2020-21年度樂善堂教師獎勵計
劃中的「關愛支持」範疇，由蔡穎雯主任當

選。至於「學與教」範疇則由謝兆基主任

當選。

祝小寶寶身體健康！快高長

大！聰明伶俐！

琚校家長學院

  本年度琚校家長學院新增了《爸媽‧愛‧學習》的部份，定期分享親子教
養閱讀文章、影片，讓家長們在教養孩子的路上，獲取更多的資訊與方法，齊

齊以「愛」為孩子的成長來努力，也為孩子做一個「愛學習」的好榜樣。

（影片：「世界唯一
的問卷」分享）

  看完影片之後，非常感動！家長相信孩子、
未來孩子更會相信自己！真的很受啟發！希望可

以令親子之間更融洽！

3C杜芊慧家長     鄒雅芳

  眼淚不自覺地流下來！！相信好多家長都有
此感受，好想將最好的的自己小朋友,但又不自
覺加重小朋友的壓力，我會逐漸放手，等她自己

學習要獨立處理收拾功課。 

1E 蕭沛晴家長    趙艷

  我覺得片中的爸媽因愛兒女深切，對子女的
期望難免過高，令子女感到辛苦，這樣對雙方都

不好，惟有大家坦誠溝通，達到共識，才能維持

和諧的親子關係，促進子女健康的成長。

6A 陳琬君家長  黃煒瑤

  看完影片非常感觸，也值得自己去反思。其
實好多時候都會不自覺地去管束了子女，雖然小

孩還只是一、二年級，但我也希望自己能多放手

讓她們自己去發掘和解決 事情。

2D陳洛晴家長   黃寶儀

家長分享 家長分享

2020-
21 年度優秀教師選舉

林燕虹老師
喜獲麟兒

2020-21年度樂善堂教師獎勵計劃中的「關愛支持」
範疇得獎老師蔡穎雯主任

2020-21年度樂善堂教師獎勵計劃中的「學與教」範疇得獎老師謝兆基主任

第二十六屆「表揚教師計
劃」得獎老師

胡健強副校長和黃藹晶老
師合照

2021第五屆琚校家長
學院畢業學員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