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於 2022 年 3 月 3 日 ( 星期三 ) 舉行校內糖果義賣活動，每盒樂善「糖」內含一包

EDO Pack 水果味糖果及優惠券。籌募善款將用作為支援樂善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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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活動聯同本地人氣插畫家「癲噹」合作，期望在疫情

下向大眾發放正能量之餘，更可讓大眾關注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童及基層兒童，一同分享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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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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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10 元。感謝各

家長及同學的支持，期望下年度的義賣活動能籌得更多善款。

  鑒於恢復面授課堂新規定，學生回校進行面授課堂或學習活動，須在

每天早上進行快速抗原測試，獲得陰性結果才能回校。為了支持抗疫和復

課，以及減低家長的負擔，本校家長教師會主席於 4月 19 日聯絡希瑪醫

療集團訂購獲歐盟認證和香港政府衞生署認可的「YHLO 快速檢測包」，

每盒 HK$5。家長反應熱烈，共訂購 10700 盒，並於 2022 年 4 月 22 日由

家長常委在禮堂派發，過程順利。

    為了讓學生有更多時間借閱圖書，圖書館新增設全

自助形式的「智能圖書櫃」。高年級學生只要依照「語

音提示」，便可以利用「智能卡」自行借還圖書。此外，

圖書櫃內設有紫外光裝置，能定時消毒圖書。

智能圖書櫃

智能圖書櫃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Lok Sin Tong Leung Kau Kui Primary School

快測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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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領取快速檢測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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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學生在特別的假期中繼續建立正向生活，並保持積極樂觀的情緒，課程發展組設

計了校本課業「特別的假期」給特別的「你」‧感恩篇，讓學生在疫情中能多感謝，多讚

賞，多珍惜，多體諒，多關心……，做一個琚校「特別」感恩的好孩子！學生反應不俗，超

過一百六十個同學每週均上載感恩的照片、海報或留言於 Padlet 及功課內，他們已獲得「感

恩好孩子」證書乙張。而部份學生的功課亦已張貼在壁報板上，供大家欣賞。

    為培養風紀同學的責任感和管理能力，訓輔組分別在 6月

11日和 6月 18日與聖雅各福群會合辦風紀挑戰日，透過不同

遊戲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品格強項，並作出反思，同時透過活動，

培養他們的團隊精神，加強大家的歸屬感。其中熱身遊戲「水

溝油」要求學生利用溝通甚至肢體動作表現自己，完成導師的

要求。又如「人肉坦克車」中，每組獲發塑膠袋及報紙，須於

指定時間內造出車身，可讓全部人進入並在禮堂裡「馳騁」。

雖然難度高，風紀卻因而併發出非一般的活力，值得讚賞。

    轉眼間，2021學年快將結束，雖然一眾跨境生與老師和同學相會難期，卻仍然能夠堅持學業，而且表現上佳，實在難能

可貴，值得讚賞。本校訓輔組在六月初進行送暖行動，藉此次機會勉勵學生。所謂「千里送鵝毛，物輕情意重」，禮物包充

滿愛意，使跨境生感受到學校滿滿的關懷。

學生向爸爸、媽媽表達心意 學生認真寫母親節心意卡，
向媽媽表達感激之情

學生用心製作紙花，送給媽媽

用古箏彈奏一曲，多謝爸爸 感謝爸爸教我打籃球 齊聲說父親節快樂

「特別的假期」給特別的「你」‧感恩篇

風紀訓練活動

跨境生送暖大行動

慶祝母親節及父親節
    為慶祝母親節及父親節，學生向爸爸、

媽媽表達心意，本校啟發潛能教育組邀請學

生參與拍攝，製作了母親節和父親節感恩

影片。影片除了在校內直播，還上載到琚校

Facebook，反應熱烈。

母親節影片  父親節影片

5B 李華燚4B 黃璟頤4B 李展暢3B 蔡諾晴3B 胡羽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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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音樂科安排三年級學生於下學期自製有音高樂器，讓他們從設計及製作過程中，探索樂器發聲原理和不同的音高，運用簡單物料

自行製作樂器，並錄影演奏片段。學生設計的有音高樂器既精美，又實用。當學生利用自製樂器成功演奏出一首樂曲時，表現非常興奮。

陳彥溱：自製水鋼琴 李安喬：自製結他 文愷澄：自製排簫吹奏
       DoReMi

譚浩琛：三色定音鼓 王映澄：七彩小結他

許詠淋：自製二弦琴 蘇健諾：自製古箏 自製樂器真好玩

音樂科自製有音高樂器

    由視覺藝術科及中文科合辦的

「親子揮春設計比賽」已圓滿結束，

同學和家長們都十分踴躍參與，我

們共收到 722 件作品。揮春的設計

不但精美，而且極具創意，所有得

獎的作品都是實至名歸。疫情緣故，

我們於 4 月復課後，隨即於學校

大堂舉行了得獎作品展覽及頒獎儀

式，讓我們重温部份同學的優秀作
品吧 !

設計組別冠軍

書法組別冠軍

視覺藝術科及中文科合辦
親子揮春設計比賽

    6 月 23 日是小一的「琚校『細』運會」。當天的比賽氣氛熱烈，同學們都傾盡全力爭取好表現，而台下的同學則熱烈為自己班打氣。

是次活動最重要是希望大家享受做運動的樂趣，並發揮體育精神，明白到「勝不驕、敗不餒」。

小一「琚校『細』運會」

1C 郭韻彤  2C 郭灝謙 3A 王映澄 4C 陳衍聰 5A 曹梓寧 6B 丘澤豪

1B 何家謙 2D 江正楠 3A 許卓霆 4A 劉恩廷 5C 蘇健南 6A 陳嘉萱

冠軍班別大合照

冠軍1B 亞軍1C 季軍1E

3



課外活動網上及實體興趣班
    為提升學生的精神健康，讓同學在疫情下仍能於課堂

學習以外感受多元化的校園生活，課外活動組及學生支援

組合共舉辦了超過 40 項實體及線上長期訓練活動，涵蓋學

術、音樂、運動、科技、視覺藝術等多個範疇。《創造力量•
童幻想》

園藝 
公益少年團(CYC)

小約翰

幼童軍

劍橋英語班

合唱團
國畫組

英文話劇組
校園電視台(KTV)

手鐘隊

書法組

啦啦隊

花式跳繩組話劇組

男子籃球組
跆拳道組

國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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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 

國際象棋

田徑組

女子排球隊

羽毛球組

足球組
乒乓球組

創意科技組

辯論隊

舞蹈組

STEAM精英組

合唱團

小小藝術家

奧數

創客教室

英文故事繪本及編程行空

AR特攻隊

管弦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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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創科展
    本校創客教室參加了由香港創新基金主辦的「香港創科展」。學生發揮了他們的創科頭腦，設計了「360全方位沙灘清潔智

能系統」，並從超過400份作品中脫穎而出，入選最後小學組52強，獲得優異獎及獎金。本校獲邀出席2022年6月25日至26日於

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辦的香港創科展，同學們有機會在會場擺放攤位，並向來賓講解創作理念，獲益良多。組員更獲得食物環境

衞生署邀請，將於7月29日與另外三間學校交流設計概念，並參觀該署的高科技應用，實在機會難逢。

第二屆一生一發明創意設計大賽
    本校創客教室參加了由廠商會蔡章閣中學主辦的「第二屆一

生一發明創意設計大賽」。在創意設計類（高小組）獲得 1金、2

銀、1銅和1優異，而創意設計類（初小組）亦獲得 1銀、1銅和1優

異的佳績，本校更同時獲得「優秀創新發明學校大獎」，實在可喜

可賀！

「一生一發明創意設計大賽2022」獲獎名單：

創意設計類（高小組別）

金獎 4A梁芷澄    智能導盲犬

銀獎
5A梁泳添     

5A郭宏睿    

智能環保防病毒口罩

智能馬克杯

銅獎 5A張凱鋒 家用無線發射器和家用無線接收器

優異獎 4A王胤澄  自動鋪枱機械人

創意設計類（初小組別）

銀獎 3A譚浩琛    全自動智能鞋櫃

銅獎 3A黎思妤    萬能貓

優異獎 3A黃玥涵  環保喵星人

學生在香港創科展擺放攤位 學生香港創科展獲益良多 學生用心設計的多功能智能機械人 同學積極地向參觀的嘉賓介紹
他們的作品

4A梁芷澄、4A謝潔瑜、5A郭宏睿、5A張凱鋒的作品順利在「香港創科展比賽」入圍全港小學組52強

優秀創新發明學校大獎

團體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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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曹梓寧於「侯寶垣盃小學校際中文作文比賽 2021」

奪得亞軍，實在可喜可賀！

    熱烈恭賀 5A曹梓寧同學於賽馬會藝育菁英計劃中「全港青少年網上繪

畫比賽」勇奪初級組「全港最佳青少年畫家」的殊榮。

    評審團於所有遞交的畫作照片中進行初審，初級組 (6-12 歲 ) 及高級組 

(13-18 歲 ) 分開評審，每組選出 50 名優異獎。最後由評審團於 100 名優異

獎中評選出 10 幅最佳作品為本次比賽的十大「全港最佳青少年畫家」，初級

組及高級組各 5名。是次比賽的競爭相當激烈，曹梓寧同學獲得此殊榮確是

實至名歸。

畫作比賽

5A 曹梓寧同學

寫作比賽

    田徑組經歷刻苦的訓練後，於2021年11月11-12日參加了「21-22元朗區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並於個人項目獲得1亞、1季及3優的成績，而女子丙組

更獲得團體優異獎！得獎運動員名單如下：

比賽還未開始，運動員已急不及待落比賽場地感受氣氛

比賽順利完結，離開前來張大合照！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熱烈恭賀以下八位同學於「弟子規四格漫

畫創作比賽」中取得優異的成績。學校一直致

力鼓勵學生閱讀《弟子規》，是次比賽，學生

能發揮創意，透過畫作表達《弟子規》中所講

述的孝、悌、謹、信、仁愛、求學等禮儀，學

生表現相當出色，值得讚賞。

「禮行天下」弟子規漫畫創作比賽

優異獎黃嘉穎
(3B)

三等獎陳羽希
(1A)

三等獎周梓悠
(1C)

一等獎吳逸桐
(1D)

優異獎李穎妍
(2A)

優異獎周俊彥
(1E)

優異獎吳霨欣
(1C)

二等獎郭韻桐
(1C)

項目 成績 得獎學生

女子丙組 團體優異獎

4A梁予晴

 4A尤格里安兒

4B林佳瀅

女子丙組跳遠 季軍 4B林佳瀅

男子乙組壘球 亞軍 5B張哲綸

1D 吳逸桐1C 周梓悠1A 陳羽希

獎項 得獎學生
初小親子組一等獎 1D 吳逸桐

初小親子組二等獎 1C 郭韻桐

初小親子組三等獎 1A 陳羽希、1C 周梓悠

初小親子組優異獎 1C 吳霨欣、1E 周俊彥
2A 李穎妍、3B 黃嘉穎

最具人氣獎 1A 陳羽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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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分享
（文章：《壓力管理 加減乘除》分享）

    文章內容豐富，用加減乘除去形容

解決方法很貼切，每當感到壓力時看看

這些加減乘除方法，可以令心情放鬆及

舒緩，回想一下同小朋友相處的快樂時

光，可增加正能量！

4B 張宇晴家長     盧凱兒

    學校深知小朋友由幼稚園升上小學時

壓力一定倍增 , 特別在這兩年因為疫情小

朋友沒有上太多學校上課。加減乘除這個

方法特別易記及有效用，記下每天開心感

恩的事，忘記或從另一角度看不開心的事

也會令心情大大轉變。

1D 吳逸桐家長   朱麗華

家長分享
（文章：《養出成功孩子7大特質拉出鑑別度》分享）

    教導孩子有多種多樣的方法，培育成

功的孩子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為人

父母可參考文中所提，培育成功孩子的七

大特質，慢慢有耐心地從小培養教導孩子，

令孩子的成長及各方面都能一步步成功。

1E 鄭芷欣家長   張美鳳

    十分認同要培養小朋友擁有這 7 個

特點，好讓他們健康成長，現今社會，小

朋友很難在書本學習這 7 點的道理，父

母身教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我們作為父

母亦要多多學習。

5C 古曉桐家長   林淑芬

家長分享
（文章：《中、高年級讀寫痛點對策｜寫週記叫苦連天、只看漫畫怎麼辦？》分享）

    文章教導家長在日常生活中，如何

透過簡單的問題，便能夠提升小朋友的

寫作技巧，例如組織能力、想像力以及

詞彙運用等。這些方法真是非常實用！

另一方面，可以鼓勵家長與小朋友共同

培養閱讀的習慣，有助建立正面的親子

關係。

1C 吳霨欣家長   吳志華

    我非常贊同文中老師表示的觀

點—漫畫和純文字文章是一樣重要

的，它們都各自有自己的優點！前提

是小朋友是否願意打開去讀，這是要

慢慢培養的習慣，並不能操之過急！ 

我兩個小朋友都係從看漫畫開始，現

在已經逐漸看純文字了。

3A 陳洛晴家長   黃寶儀

家長分享
 （影片：《壓力不倒翁  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壓力》分享）

    做家長需要時刻提醒自己要多角度思考，不

要將自己的一切想法強加於孩子身上。每個人都

是獨特的，要懂得感恩和欣賞。世上沒有任何一

個人是完美的，幫孩子建立自信，找出他能夠發

光發亮的地方才是重點。放手才能讓孩子成長。

                        1D 賴俊睿家長  古嘉惠

    很能感受到作為父母的壓力多是來自對

小孩的期望，然而往往賠上的是彼此之間的

關係和信任，很多時已遺忘了當初的期望，

當初只是希望寶寶能健健康康，快樂成長，

但不知不覺間，期望就開始變質了，要時刻

警醒自己，快樂的童年才是寶寶成長的養份。

3A  文愷澄家長   柯偉華

家長講座
    琚校創立家長學院，大力提升家庭教育，成為家長了解家庭教育重要的學習

渠道。學院培養出優秀的教育指導師，讓每位家長都有機會學習現代家庭教育知

識，幫助更多家庭培養出優秀的子女，讓孩子在健康的家庭教育之下成長。家長

學院今年舉辦過多次家長講座，邀請了不同的專業人士，內容精彩豐富，家長踴

躍參與，來年將繼續舉辦為家長帶來更多有益的內容。

    「爸媽‧愛‧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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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2優秀教師選舉

    本校於 2022 年 6 月 17 日舉行兩項優秀

教師選舉，以表揚及肯定教師各方面的努力。

經過一輪投票後，第二十七屆「表揚教師計

劃」最終由黃淑英副校長和姜婉珊主任當選。

另外，2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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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則由嚴志塵老師當選。

喜
訊

蘇

老 師
靖敏

「表揚教師計劃」得獎老師：
黃淑英副校長、姜婉珊主任

「關愛與支持」得獎老師：
鄧晞程老師

「學與教」得獎老師：
嚴志塵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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