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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琚校突破30週年Rummikub數學大賽
為配合本校三十週年校慶，數學科於9/12（五）為四至六年級舉辦了三場「琚

校突破30週年Rummikub數學大賽」。當天同學們利用iPad進行了三個回合比賽，

現場氣氛緊張刺激，大家都十分投入比賽，是實力與運氣的表現。最後，各級分別

選出了冠、亞、季軍及殿軍各一名。

為營造校慶歡樂氣氛，體育組於一至三年級

分別舉辦三場校慶競技賽，冀望透過競賽活動培

養學生的團隊精神和正面的價

值觀及態度。各場比賽氣氛均

非常熱烈，每一位參賽學生都

奮力向前，為自己班爭奪佳績

而努力！

班代表從胡副校班代表從胡副校
手中接過獎牌手中接過獎牌

班代表從黃副校班代表從黃副校
手中接過獎牌手中接過獎牌

衝啊衝啊

達陣舉旗達陣舉旗交接豆袋交接豆袋

全力跑啊全力跑啊

分別舉辦三場校慶競技賽，冀望透過競賽活動培

Lok Sin Tong Leung Kau Kui Primary SchoolLok Sin Tong Leung Kau Kui Primary School

英文科英文科
‧ ‧ Writing competition Writing competition 
'Write to love, love 'Write to love, love 
to write!'to write!'

音樂科音樂科
‧ ‧ 3 0 周 年校3 0 周 年校
慶音樂比賽慶音樂比賽

體育科體育科
‧ ‧ P1-3 30周年校P1-3 30周年校
慶競技賽慶競技賽

‧ ‧ P.4-6 30周年校P.4-6 30周年校
慶閃避盤大賽慶閃避盤大賽

數學科數學科
‧ 琚校突破30周琚校突破30周
年Rummi k ub年Rummi k ub
數學大賽數學大賽

STEAMSTEAM
‧ ‧ 30周年校慶親子30周年校慶親子
Scratch動畫及遊Scratch動畫及遊
戲設計編程比賽戲設計編程比賽

中文及常識科中文及常識科
‧ ‧ 珍惜「時光」校慶珍惜「時光」校慶
30周年STEM  CAT 3 0周年STEM  CAT 
WALK SHOWWALK SHOW

普通話科普通話科
‧ ‧ 「普」出琚校情「普」出琚校情

得獎名單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級別學號 姓名 級別學號 姓名 級別學號 姓名

第一名 4C 21 蘇健諾 5C 06 陳僖汶 6B 10 黃蔚楠

第二名 4C 12 林芯羽 5C 04 陳柔熹 6B 13 劉斯然

第三名 4A 11 賴銳龍 5B 23 蘇嘉昇 6C 22 王奕烯

第四名 4E 04 周栢裕 5A 08 胡淏 6A 15 梁智傑

30週年校慶競技賽30週年校慶競技賽

琚校突破30週年Rummikub數學大賽琚校突破30週年Rummikub數學大賽

‧ ‧ 

五年級得獎學生五年級得獎學生 六年級得獎學生六年級得獎學生

四年級比賽情
況

四年級比賽情
況

五年級比賽情況五年級比賽情況 六年級比賽情況六年級比賽情況

視藝科視藝科
‧ ‧ 親子30周年吉祥物設計比賽親子30周年吉祥物設計比賽
‧ ‧ P.2 30周年紀念蛋糕（泥膠P.2 30周年紀念蛋糕（泥膠
音樂盒蛋糕雕塑）音樂盒蛋糕雕塑）

‧ ‧ P.4 三十周年感言（阿虫漫P.4 三十周年感言（阿虫漫
畫一淡廣告彩書畫）畫一淡廣告彩書畫）

‧ P.5 30th Anniversary (輕黏P.5 30th Anniversary (輕黏
土蛋糕雕塑）

‧ ‧ 

踏入2023年，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將步向30周年校慶年了，各科組將進行一連串的慶祝活動，希望全校師生共同慶

祝學校的三十歲生日，期待各樣精彩活動的開展⋯⋯

 樂．愛．「童」行 跨越三十載 樂．愛．「童」行 跨越三十載

30周年校慶科組活動30周年校慶科組活動

四年級得獎學生四年級得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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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教師參與九龍樂善堂轄屬小學2022年度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全體教師參與九龍樂善堂轄屬小學2022年度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學生參與慈善攤位活動學生參與慈善攤位活動

本校配合九龍樂善堂舉辦「樂善堂線上萬人行2022」籌款活動，

現已順利完成。活動以「樂遊‧探索」為主題，讓大家探索充滿香港

歷史文化的景點。我們希望學生透過探索及勸銷慈善優惠券活動，培

養學生樂善好施的態度，更可以傳遞關懷身邊患有認知障礙症人士的

訊息，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本校承蒙各家長踴躍捐輸，各學生熱

心積極勸銷，藉此發揮「萬人施萬人受，萬人共結萬人緣」的精神。

今年的成績十分驕人！承蒙各家長踴躍捐輸，各學生熱心積極勸

銷。本校今年榮獲全場最高籌款總額獎冠軍及小學組單位最高籌款額

獎冠軍，全校籌款金額達$148,040。

傳遞關懷身邊患有認知障礙症人士的訊息
傳遞關懷身邊患有認知障礙症人士的訊息學生熱心積極勸銷學生熱心積極勸銷

九龍樂善堂轄屬中小學獎學金頒發典禮已於11月23日假樂善堂王仲銘中學舉行。

本校共有23位同學獲獎。由於疫情關係，當天有5位代表由家長陪同出席，分別是郭宏

睿、范瑋芯、葛立揚、梁芷澄及林潘悦，其餘獲獎生則觀賞網上直播，分享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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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D 吳逸桐 4A 林兆聰 6A 郭宏睿

2D 葉大亨 4A 李安喬 6A 林子健

2D 黃梓� 4A 鄧智諾 6A 盧熙霖

3A 陳洛瑤 5A 方樂遙 畢業生 鍾家晞

3A 郭寧恩 5A 謝潔瑜 畢業生 佘家樂

3A 蕭沛晴 5A 梁予晴 畢業生 歐陽子謙

進步獎 3A 鄺逸朗 4A 范瑋芯 5C 布凱晴

梁泳釗醫生獎學金 6C 葛立揚

李聖潑STEAM獎學金 5A 梁芷澄

幼稚園學生升讀本堂
小學獎勵計劃獎學金

1E 林潘悦

九龍樂善堂轄屬小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已

於2022年11月4日(五)舉行，當天由香港青年協會

陳英杰先生主講「資訊素養知多少」，當中帶出資

訊素養的定義、重要性、學習階段及學校領導者的

角色等，並介紹了Project Net新媒體素養提升計劃

的小學教材資源套，而下午則由教育局小學校本課

程發展組陳陽明女士及香港創意閱讀教育協會會長

董雅詩老師分別分享跨課程閱讀及實戰經驗。

樂善堂線上萬人行2022樂善堂線上萬人行2022

九龍樂善堂轄屬中小學獎學金頒發典禮九龍樂善堂轄屬中小學獎學金頒發典禮

九龍樂善堂轄屬小學2022年度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九龍樂善堂轄屬小學2022年度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同學高興領獎同學高興領獎

獲進步獎的代表范瑋芯與頒獎嘉賓合照獲進步獎的代表范瑋芯與頒獎嘉賓合照

獲李聖潑STEAM獎學金的梁芷澄與頒獎嘉賓合照獲李聖潑STEAM獎學金的梁芷澄與頒獎嘉賓合照

獲梁泳釗醫生獎學金的獲梁泳釗醫生獎學金的
葛立揚與頒獎嘉賓合照葛立揚與頒獎嘉賓合照

獲學行優異獎的代表郭宏睿與頒獎嘉賓合照獲學行優異獎的代表郭宏睿與頒獎嘉賓合照獲幼稚園學生升讀本堂小學獎勵計劃獲幼稚園學生升讀本堂小學獎勵計劃
獎學金的林潘獎學金的林潘悦悦與頒獎嘉賓合照與頒獎嘉賓合照

董雅詩老師分別分享跨課程閱讀及實戰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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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X獎勵計劃EDX獎勵計劃
為鼓勵學生在校園生活中完成各

科組以「與成功有約—高效能人士

的七個習慣」作為主題的活動，老師

會為積極參與的學生加分，藉以表揚

及強化學生值得學習的行為。學生透

過掃瞄器識別計分卡的二維碼後，會

即時顯示積分紀錄，當學生儲夠指定

積分，便可參與扭蛋或夾公仔活動。

成功人士成功人士

七個習慣七個習慣
透過培養「七個習慣」，可發揮學生的個人優勢，讓學生承擔責任，設定實

際可行的目標，做好行動規劃、時間管理，改善人際溝通，學會有效創新，同時

鼓勵學生不斷改善，將終身學習融入生活，為學生打造平衡而健康的人生。

學生參加升旗禮學生參加升旗禮
學生主動給陳校長寫信，告訴校長他們遵從教誨，學生主動給陳校長寫信，告訴校長他們遵從教誨，
於生活中實踐中華美德於生活中實踐中華美德

陳校長於每周升旗禮完結後，陳校長於每周升旗禮完結後，
都會向學生講解《弟子規》都會向學生講解《弟子規》

風紀訓練風紀訓練
訓輔組安排了風

紀訓練活動提升學生

的自律、自治及待人

處事的能力，培養學

生的團隊合作精神和

使命感，發展學生的

領導才能。透過不同

的遊戲訓練，使學生

熱衷於校內的紀律工

作，並強化隊員之間

的歸屬感，同時亦為

其他同學樹立一個良

好榜樣。 穿越繩圈穿越繩圈

極速傳球極速傳球

為配合最新的教學趨勢，本校常識科於

五年級，每星期增加一節科技課，藉此激發學

生的學習興趣，培養他們的綜合素質、動手及

探究能力。老師會因應學生的能力設計專題活

動，涵蓋STEAM教育的所有範疇，鼓勵他們

把知識融會貫通，遘通過實踐解決問題。

P.5科技課介紹P.5科技課介紹

成果匯報（隔音護耳罩）成果匯報（隔音護耳罩）分享討論使用物料及製作心得分享討論使用物料及製作心得

利用分貝儀進行利用分貝儀進行
物料測試物料測試

月餅盒回收活動月餅盒回收活動
本校常識科於2022年9月舉行了一年一度的月餅盒回

收活動，除了鼓勵師生把月餅盒交回學校回收箱外，亦

鼓勵學生減少中秋節產生大量垃圾，將資源循環再用，

減少使用即棄物料，為堆填區減輕壓力，共同度過一個

歡欣的綠色中秋。我們收到很多老師和同學拍攝照片上

至傳學校網頁，支持回收活動之餘，亦帶出環保訊息。

本校常識科於2022年9月舉行了一年一度的月餅盒回

收活動，除了鼓勵師生把月餅盒交回學校回收箱外，亦

鼓勵學生減少中秋節產生大量垃圾，將資源循環再用，

大合照大合照

夾公仔獎勵夾公仔獎勵

扭蛋獎勵扭蛋獎勵

一眾學生實踐《弟子規》的教導，獲陳校長一眾學生實踐《弟子規》的教導，獲陳校長
獎勵與她的愛犬共度愉快的時光獎勵與她的愛犬共度愉快的時光

德育及國民教育德育及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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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響，本年度未

能安排學生外出進行修業旅

行，改於校內進行「玩轉旅行

日」。11月1日安排高年級同

學進行地壺球、攻防箭、劍

玉、芬蘭木棋、速疊杯、陸上

划艇、集體遊戲及自備玩具於

課室與同學進行互動。同學對

各項活動表現雀躍，亦透過這

次機會與同學充份合作，度過

了疫情下難忘的快樂時光。

萬聖節萬聖節
為提升同學學習英語

的興趣和了解西方節日的

文化，本校英文科於十月

三十一日（星期一）小息期

間舉辦萬聖節派糖果活動

「Trick-or-Treating」。為

提升節日氣氛，當天師生們

都悉心打扮，同學在小息時

向老師背誦萬聖節詩歌和領

取糖果，氣氛熱鬧，師生共

度了愉快的一天。
祝大家萬聖節快樂！我們都很期待明年的萬聖節活動祝大家萬聖節快樂！我們都很期待明年的萬聖節活動

運動隊伍團隊精神訓練活動運動隊伍團隊精神訓練活動
為提升運動隊伍成員間的團隊精神，學校於10月18日及11月17日

安排籃球隊、花式跳繩組、舞蹈組、啦啦隊及排球隊成員參加「雷射槍

戰」及「抱石」活動。讓大家在緊張、刺激、愉快的活動中提升合作能

力，加強隊員間的溝通技巧。

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陳校長也參與陳校長也參與
萬聖節派糖果萬聖節派糖果
活動，同學們活動，同學們
都很興奮都很興奮

外籍老師Miss Pa r i外籍老師Miss Pa r i
化身海盜到課室派發化身海盜到課室派發
糖果及與同學拍照糖果及與同學拍照

外籍老師Mr. Ryan到各班派糖果，並外籍老師Mr. Ryan到各班派糖果，並
與同學一起拍照，同學們都很興奮與同學一起拍照，同學們都很興奮

雷射槍戰 比賽前，先來一張大合照！雷射槍戰 比賽前，先來一張大合照！

抱石抱石

女子排球組女子排球組 排球隊排球隊

籃球組籃球組 花式跳繩組花式跳繩組

玩轉旅行日玩轉旅行日

芬蘭木柱芬蘭木柱攻防箭攻防箭 集體遊戲集體遊戲

劍玉劍玉

課室互動課室互動

速疊杯速疊杯

地壺球地壺球 陸上行舟陸上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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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啟發潛能教育組推行SCHOOL BUDDIES「伴你同行」計劃，邀請10位風紀參與計劃，

透過平日的主動關懷，以及定期舉辦的小組活動，讓風紀得以支援及幫助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

生紓解學習壓力及適應校園生活。與此同時，SCHOOL BUDDIES「伴你同行」計劃提供亦提供

實踐機會，讓參與計劃的風紀可以體驗和實踐「與成功有約」中的「習慣五—知彼解己」。

SCHOOL BUDDIES活動內容SCHOOL BUDDIES活動內容School Buddies

「伴你同行」

計劃

校園乾媽爹校園乾媽爹
相認計劃相認計劃

同學們在九月時和自己

的乾媽爹在指定的地方相認

了，大家都十分雀躍，希望

未來一年大家互相扶持！

謝兆基主任 3E梁芷瑜
謝兆基主任 3E梁芷瑜

張若蘭主任 5E冼進諾
 黃兆晞

張若蘭主任 5E冼進諾
 黃兆晞

林麗君老師林麗君老師
6D 陳芷瑤 何洛宜6D 陳芷瑤 何洛宜莫慧莫慧��老師 6D黃溱

橋 鄧鎧德
老師 6D黃溱

橋 鄧鎧德

風紀與對象進行相認活動風紀與對象進行相認活動
各種小組活動都很有趣味，大家都樂在其中各種小組活動都很有趣味，大家都樂在其中

張姑娘為風紀進行兩次培訓，教授與人溝通的技巧張姑娘為風紀進行兩次培訓，教授與人溝通的技巧

本校「創客教室」組員5A梁芷澄、5A謝潔瑜、6A郭宏睿和6A張凱鋒

於12月9日出席了一年一度的教育盛事「教與學博覽2022」。他們在現場

擺放攤位，認真地向嘉賓詳細介紹在「香港創科展」的得獎作品《360全方

位沙灘清潔智能系統》（全港120強、小學組52強），除了獲得嘉賓的讚賞

外，還得到了寶貴的經驗。相信他們定必會繼續發揮自己的創科頭腦呢！

創客教室「教與學博覽2022」攤位展覽創客教室「教與學博覽2022」攤位展覽

四年級中文科校本支援四年級中文科校本支援
學校希望建構有實效的校本中文課程，藉著

參與校本支援計劃，除希望學生透過閱讀文學作品

的愉悅感受，提高學生語文學習的興趣和語文能力

外，亦希望他們配合香港國家安全教育的課程框

架，透過有系統的文學課程去欣賞中華文化的博大

精深；同時期望教師參與支援計

劃後，能把選材方法及教學法

延伸至其他級別，讓本校把中華

文化、文學作品等與現時的課本

單元作整合，編成校本的中

文科學習材料，協助學生認

識、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

良傳統文化。

5



琚校辯論隊琚校辯論隊——勇於挑戰，大膽嘗試！勇於挑戰，大膽嘗試！
辯論講求說話技巧與邏輯思維的訓練，同時着重團隊合

作，隊員間的互相配合。在電光火石、唇槍舌劍間找出對方的

語言漏洞，以即時的臨場反應回應對方的質疑，對小學生而言

極具挑戰性。受疫情影響，縱然集會時間有限，但琚校辯論隊

積極把握機會，參與校外比賽，爭取實戰機會，並於十月十五

日、十二月三日及十月二十二日、十一月十九日分別參與「第

九屆耀道盃小學辯論邀請賽」、崇德「激辯！小學辯論挑戰賽

2022」。兩個多月來，隊員認真作賽前準備，全力投入比賽。

目前共參與了四場辯論比賽，同學累積了不少實戰經驗，收穫

豐富，大家備受鼓舞。我隊有幸獲得耀道盃的全場總冠軍 、分區冠軍、卓越合作大

獎、兩項最佳辯論員，共五項獎項；同時亦於「激辯！小學辯論挑戰賽2022」獲得兩

項最佳辯論員。對不斷成長和學習中的琚校辯論隊來說，無疑是一個錦上添花的消息。

未來，琚校辯論隊將再接再厲，累積經驗，繼續前進！

田徑組於11月10-11

日參加了「22 - 2 3年度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

賽」，並於個人項目獲得

1冠、2季、1第四名及4

優的成績，而男子乙組、

丙組更分別獲得團體優異

獎及團體第四名！現將得

獎運動員名單羅列如下：

項目 成績 得獎學生 項目 成績 得獎學生

男子丙組團體 第四名
4C林子熙
4B陳展航
4C蘇健諾

男丙60米 冠軍 4C林子熙
男丙跳遠 優異獎 4C蘇健諾
男乙跳高 季軍 5B蘇嘉昇

男子乙組團體 優異獎

5E冼進諾
5D黃子泳
5A謝�希
5A石霆一
5B蘇嘉昇
5A王駿曦

男乙擲壘球 第四名 5A王駿曦
女乙跳遠 季軍 5B林佳瀅
男甲100米 優異獎 6A何樂泓
男甲跳高 優異獎 6C陳展維

女甲鉛球 優異獎 6A張凱琪

校外比賽校外比賽
獲獎紀錄獲獎紀錄
QR CodeQR Code

成績令人鼓舞，當中成績令人鼓舞，當中
6A鄧海恩和林灝6A鄧海恩和林灝
分別獲得最佳辯論員分別獲得最佳辯論員

積極抓緊時間進行加時訓練，認真備賽積極抓緊時間進行加時訓練，認真備賽 認真比賽認真比賽

同心合力，隊員間互相鼓勵，同心合力，隊員間互相鼓勵，
一同出發前往比賽場地一同出發前往比賽場地

細心聆聽友方同學的論點細心聆聽友方同學的論點

於第九屆耀道盃小學辯論於第九屆耀道盃小學辯論
邀請賽獲得全場總冠軍，邀請賽獲得全場總冠軍，
隊員十分興奮隊員十分興奮

22-23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獲獎22-23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獲獎

第74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第74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在過去的11月，琚校有超過一百九十位同學以拍攝影片的形式報名參加了本年度的朗誦比賽，

其中包括英文朗誦、中文朗誦及普通話朗誦。即使受到疫情影響，仍無阻校長和一眾老師盡心地帶領

着同學為比賽進行訓練，同學們亦努力揣摩及演繹誦材，讓我們一同期待師生們的成果！
1C 羅家盈1C 羅家盈

2D 禤俊熙2D 禤俊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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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恭賀以下七位同學於「同心抗疫愛香港~書畫表謝意」創作比賽中脫穎而出，取得「評

審大獎」，所有得獎作品亦印刷在紀念畫冊上，相當有紀念價值。是次比賽，參賽人數多達

三千多名，競爭相當激烈，學生的表現相當出色，值得讚賞。

「同心抗疫愛香港~書畫表謝意」創作比賽「同心抗疫愛香港~書畫表謝意」創作比賽

大家好，我是1C班的班主任關

老師，任教中文科和常識科。

我很高興加入琚校這個大家

庭，與每個可愛的你並肩同行。

希望我的學生永遠能保持真善

美，在愉快的課堂中學習更多的知

識，成為老師和家長心中的小太陽！

關倩怡老師 郝晟煒老師
大家好，我是4C班主任郝晟煒老

師，主要任教中文及普通話科。很高興

能加入琚校這個大家庭，和大家一起生活

及學習。在短短的幾個月裏，我發現琚校

的同學都很純真有禮貌，很喜歡和老師交

談、相處。在以後的日子，我希望了解每

一位同學，陪伴大家一起成長。

劉家怡老師
大家好，我是4B班主任劉家

怡老師，很高興今年可以加入琚

校。在這個瞬息萬變的社會中，我

們所需要學習的知識日新月異。

但老師相信「學海無涯，唯勤是

岸」，只要大家積極地裝備自己，

孜孜不倦地學習，將來一定能夠實

踐所學，實現夢想。加油！

王文龍老師
大家好，我是王文龍老師，

主要任教數學科，同時亦有任教

常識及STEAM。我相信每一位

孩子在琚校所獲得的不單只是知

識，更是擁有正面積極人生觀和

「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縱

使將來畢業離開母校，沒有老師

在旁，也可從容面對人生遇上的

種種困難和挑戰。

新入職老師新入職老師

2C郭韻彤2C郭韻彤 2D馬安言2D馬安言
4C蘇健諾4C蘇健諾

5A劉恩廷5A劉恩廷 6A曹梓寧6A曹梓寧

6B覃詩淇6B覃詩淇 6C蘇健南6C蘇健南
紀念畫冊紀念畫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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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校董選舉家長校董選舉
由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家長教師會有限公司籌辦之2022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已於10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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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主席黃寶儀女士負責監票。

經點票後是次家長校董選舉結果為：1號鄧燕方女士以最高票數（163張）當選為家長校董，2號黎紫媚女士以第

二高票數（148張）當選為替代家長校董。

本校第七屆家長學院學員人數共有288人，本校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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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本年已舉行了4場家長講座，分別為《開開心

心上小一》講座(18/11)、《如何與孩子有效溝通》講座

(22/11)、《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講座(28/11)及《處

理子女的情緒》講座(2/12)。

第七屆琚校家長學院第七屆琚校家長學院 2022-20232022-2023
家長講座內容家長講座內容

如有興趣加入我們《琚如有興趣加入我們《琚
校家長學院》大家庭的校家長學院》大家庭的
家長，歡迎可透過以下家長，歡迎可透過以下
QRcode報名。QRcode報名。

「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家長講座「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家長講座

點票進行中點票進行中 家長校董鄧燕方女士、替代家長校董黎紫媚女士與家長校董鄧燕方女士、替代家長校董黎紫媚女士與
陳校長、黃副校長、家教會黃主席及教師常委合照陳校長、黃副校長、家教會黃主席及教師常委合照

兩位參選家長合照兩位參選家長合照
左起1號鄧燕方女士及2號黎紫媚女士
左起1號鄧燕方女士及2號黎紫媚女士

《開開心心上小
一》講座

《開開心心上小
一》講座

《處理子女的情緒》講座《處理子女的情緒》講座

講題 主辦單位／講者

《開開心心上小一》
駐校社工
梁日麗姑娘

《如何與孩子有效溝通》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青少年中央服務

長腿叔叔信箱服務
葉漢新先生

《打造孩子的良好品格》
*童軍知友社執委會委員

蔡宗輝先生

《家中言語訓練方法》 言語治療師 老正賢先生

《管教子女由夫婦開始》
*心靈階梯~培訓總監

余國健先生

《提升孩子的自律能力》
親職教育專業培訓學會

文正康先生

《認字默字全面睇》 教育局 教育心理學家梁智生先生

《現代父母的困惑與對策》
*童軍知友社執委會委員

蔡宗輝先生

《親子遊戲治療》
香港遊戲及心理治療學苑

曾修讀APT認可遊戲治療課程的
輔導心理學家

《壓力面面觀》
*元朗大會堂
家庭生活教育組
陸嗚茜姑娘

*家教會講座*家教會講座

家長工作坊家長工作坊
為了協助家長共同培養子女的七個習慣，學校訓輔組特意舉辦相關的家長

講座及工作坊，讓家長了解「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家長亦可以分享如何

發揮「七個習慣」，從分享中提升家長對孩子的管教方式和相處技巧，並為孩

子締造一個全面的實踐環境，以讓家長與孩子共同成長及創造成功的人生。

「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家長「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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