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豐盛人生

  全校教師人數共59
人，包括外籍英語老師

及圖書館主任，另加2
位駐校社工，100%老
師擁有大學學位，其中

33.9%擁有碩士學位。

2021-2022教師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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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人格
　　本校為九龍樂善堂轄屬政府資助全日制小學，校舍新型，教學設施齊備，以「仁、愛、勤、誠」

為校訓，培養學生身體力行；以「德、智、體、群、美」五育為課程綱領，塑造學生完美的人格，開

創豐盛的人生。

升中派位
令人振奮

學校簡介學校簡介

認可教育文憑 大學學位 碩士

　　本校升中派位結果優異，深受家長及社區人士讚賞。本年度，約

31.1%畢業生獲派英文中學，約91.6%畢業生獲派「自行分配學位」及
「統一派位」第一志願學校，而獲派首三志願的畢業生約佔97.5%。

91.6%

2.5%

3.4% 2.5%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其    他

當中97.5%獲派首三志願中學。

畢業生的感言畢業生的感言

從班主任手中接過派位證從班主任手中接過派位證

升中派位結果理想升中派位結果理想

編編號號 學學校校名名稱稱 人人數數

1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1
2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7
3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5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2
4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1
5 元朗商會中學 3
6 趙聿修紀念中學 2
7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8
8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4
9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1

南屯門官立中學 1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1

10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1

畢業禮精華片段畢業禮精華片段

課後彩虹課後彩虹——地壺球地壺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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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團隊

˙教學經驗豐富，關心學生的學習與品德的培育

˙建立優質教學研討及觀課交流，重視教師專業發展及交流

˙與教育局、伙伴學校進行協作及教學研究計劃

˙參與九龍樂善堂轄屬小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及舉辦多次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追求卓越

樂善堂轄屬小學聯校教師發展日樂善堂轄屬小學聯校教師發展日

「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工作坊「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工作坊

本校參與教育局小學校本支援組中文科計劃本校參與教育局小學校本支援組中文科計劃

本校參與中文大學小班教學「中層管理」計劃本校參與中文大學小班教學「中層管理」計劃

歡迎新入職教師來到琚校歡迎新入職教師來到琚校

「國家安全教育到校教師」工作坊「國家安全教育到校教師」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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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啟發潛能教育、合作學習法、電子化教學、資優教育及小班教學等

˙中、英、數三科專科專教，所有英、普老師均符合基準要求

˙重視兩文三語的學習：每周均有英文日及普通話日；由外籍老師每周在英

語室上PLP-R/W課堂，中文科會以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

˙安排小一學生參與暑期「小一愉快學習新幹線」課程，並設雙班主任，與

家長緊密聯繫

˙由陳校長親自以普通話教授聖賢經典《弟子規》，加強品德教育，培養孩

子從小孝順父母

˙提供多元化的課程及活動，如生活教育計劃、STEAM好好玩學習周、戶

外教室活動、健康校園計劃、學生大使、成長的天空計劃、琚校乾媽爹計

劃、悅讀小天使伴讀計劃、理財課程等

˙參與不同的精彩境外考察學習活動，如

「『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

內地交流計劃」活動（廣州、惠州、梅州、

東莞、中山、上海）、台灣環保體驗之旅、

星加坡多元文化體驗之旅、台灣電波少年流

浪記、沖繩電波少年流浪記、首爾電波少年

流浪記、聯校精英領袖軍紀體驗營（黃埔軍

校）等

擴闊視野
多元學習

小一新生參與「愉快學習新幹線」活動小一新生參與「愉快學習新幹線」活動

同學與外籍老師Miss Pari進行小組同學與外籍老師Miss Pari進行小組
guided reading課guided reading課

同學在外籍老師Miss Pari指導下同學在外籍老師Miss Pari指導下
進行小組朗讀故事活動進行小組朗讀故事活動

陳校長歡迎小一新生陳校長歡迎小一新生

同學都很喜歡上Mr. Ryan的同學都很喜歡上Mr. Ryan的
guided reading課guided reading課

外籍老師Mr. Ryan下午以ZOOM形式與外籍老師Mr. Ryan下午以ZOOM形式與
P.2學生進行小組guided reading課P.2學生進行小組guided reading課

家長參與小一家長會家長參與小一家長會

外籍老師與學生參與聖誕聯歡節目外籍老師與學生參與聖誕聯歡節目

P.5 Guided ReadingP.5 Guided Reading P.2 Guided ReadingP.2 Guided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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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學效能 

BYOD

停課不停學

  本校在四年級、五年級及6E班(eLearning)推行「自攜裝置學習計
劃(BYOD)」，讓學生用自己的iPad上課，參與各科課堂中有趣的電子
學習活動，令學與教更有成效和趣味。

  停課期間，本校努力不懈地為各級學生進行
「ZOOM網上實時直播課堂」，連繫本地及內地學
生，致力滿足其學習需要。配合Google Classroom
和WeChat等工具，方便師生繳交和批改課業，讓學
生繼續有適當學習生活。

促進學生學習

同學都很喜歡上Mr. Ryan的同學都很喜歡上Mr. Ryan的
guided reading課guided reading課

外籍老師Mr. Ryan下午以ZOOM形式與外籍老師Mr. Ryan下午以ZOOM形式與
P.2學生進行小組guided reading課P.2學生進行小組guided reading課

停課不停學停課不停學 教師專心備課，一絲不苟，做好每一課教師專心備課，一絲不苟，做好每一課

照顧在家網課困難的學生，回校繼續網課照顧在家網課困難的學生，回校繼續網課舉行網上家長會，保持家校聯繫舉行網上家長會，保持家校聯繫

學生以AR學習，表現積極和投入學生以AR學習，表現積極和投入

學生以Padlet上載課業，學生以Padlet上載課業，
也可觀摩同儕的作品也可觀摩同儕的作品

學生以電子學具進行學習，效果顯著學生以電子學具進行學習，效果顯著

配合電子互動大屏幕，學生進行比賽鞏固所學配合電子互動大屏幕，學生進行比賽鞏固所學

BYOD班的花絮BYOD班的花絮

4



長期訓練活動

創意科技組創意科技組

劍橋英語班劍橋英語班

古箏組古箏組

STEAM精英組STEAM精英組

公益少年團(CYC)公益少年團(CYC)

AR特攻隊AR特攻隊

創客教室創客教室合唱團合唱團

啦啦隊啦啦隊

校園電視台(KTV)校園電視台(KTV)

管弦樂團管弦樂團

幼童軍幼童軍

羽毛球組羽毛球組舞蹈組舞蹈組

英文話劇組英文話劇組 話劇組話劇組

跆拳道組跆拳道組

國術組國術組

園藝園藝

國際象棋國際象棋

小小藝術家小小藝術家

小約翰小約翰

田徑組田徑組

過往匯演片段過往匯演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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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弦樂團管弦樂團

男子籃球組男子籃球組

幼童軍幼童軍

羽毛球組羽毛球組

花式跳繩組花式跳繩組

英文故事繪本及編程行空英文故事繪本及編程行空

跆拳道組跆拳道組

園藝園藝

小小藝術家小小藝術家

乒乓球組乒乓球組

書法組書法組

手鐘隊手鐘隊

足球組足球組辯論隊辯論隊

奧數奧數

國畫組國畫組

田徑組田徑組
女子排球隊女子排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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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展潛能

創客教室

—「一生一發明創意設計大賽2022」

朗誦比賽獲獎130項

朗誦比賽金獎

團體亞軍、卓越合作大獎、最佳辯論員團體亞軍、卓越合作大獎、最佳辯論員

辯論隊「第八屆『耀道盃』
小學校際辯論邀請賽 」

學首獎

奧數組「左腦激盪大挑戰

—合24小學賽」

優秀創新發明學校大獎優秀創新發明學校大獎
個人項目金獎個人項目金獎

激發實力

團體冠軍團體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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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動
品德教育

本校以自我領導力教育，教導學生學習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包括：

1.　主動積極，幫你擴大影響力
2.　以終為始，幫你釐清人生定位
3.　要事第一，幫你找到目標與方法（此三項為個人成功）
4.　雙贏思維，幫你創造最大價值
5.　知彼解己，幫你維繫人際和諧
6.　統合綜效，幫你化解衝突、找到出路（此三項為公眾成功）
7.　不斷更新，幫你改變自己與他人的人生

七個習慣工作坊

排隊訓練

特別假期工作紙 佳作 特別假期功課

夾公仔或扭蛋

週會

我們相信這些習慣可使他們將來能夠成為了解成功真正涵義的公民。

˙計劃亦能提升教師自身的效能，有助發掘學生的天賦；

˙「個人成功」轉移到「公眾成功」，學生與教師之間形成強烈聯

繫，有助促進師生關係；

˙以「高效能習慣」改造校園文化，甚至將其影響力擴展至家庭、社

區層面。

全體老師參加「七個習慣」工作坊全體老師參加「七個習慣」工作坊

訓輔組活動精華訓輔組活動精華

我要成為number one我要成為number one 鍛鍊身體齊努力  鍛鍊身體齊努力  
不斷更新我做到不斷更新我做到

隊形整齊的2A隊形整齊的2A

同學成功夾獲公仔，同學成功夾獲公仔，
贏得大獎和襟章贏得大獎和襟章

2B同學興奮地排隊扭蛋2B同學興奮地排隊扭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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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珍惜積極樂觀家長小組感恩珍惜積極樂觀家長小組

家校攜手
互信互賴

  本校與家教會聯合舉辦不少活
動，例如：家長日、各級家長會、升

中家長會、親子工作坊及教育子女的

專題講座等，期望透過各項活動促進

學校與家長間的溝通。

  本校「家長學院」鼓勵各家長參
與家長教育課程及各項家校活動，持

續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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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影片活動影片

校服回收交換計劃校服回收交換計劃

家教會委員協助派發快速檢測包家教會委員協助派發快速檢測包
家教會會員大會家教會會員大會

家長講座家長講座

家教會常務委員會成員家教會常務委員會成員家長獲頒「琚校家長學院」金獎畢業證書家長獲頒「琚校家長學院」金獎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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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班支援入班支援

校園乾媽爹校園乾媽爹

星星同學會星星同學會

  本校按學生的不同能力和學習需要，
提供不同的活動、學習支援及加強輔導，

還提供貼身關懷，協助學生建立正面積極

的價值觀。透過不同途徑，及早識別學生

的需要，安排適切的支援，提升學生學習

動機及自我形象。

支援及
關愛學生

共融小組共融小組

六年級歷奇活動六年級歷奇活動

愛心大使愛心大使

藝術治療藝術治療

情緒小戰士情緒小戰士

課後彩虹課後彩虹——地壺球地壺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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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 葉駿熙家長

  作為家長，我們非常滿意學校
的各項素質教育，在這麼好的環境

裡學習，令我們家長感到很放心、

也很滿意。所以當初選擇樂善堂梁

銶琚學校真的沒有選錯。

4B 林曦辰家長

  學校因材施教、了
解不同學生的強項和弱

項、幫助他們適應、亦

會提供特別的補課支

援。作為家長真的非常

欣賞和感激學校。而且

每位老師都很盡責和關

心學生，衷心感謝各位

老師！

  孩子在學習的過
程，一開始遇到自己感

到不足的地方，常常會

選擇消極面對。但梁銶

琚學校的老師們會從旁

鼓勵及正面引導他們。

漸漸地，孩子開始對自

己更有自信且成長了！

感謝老師！

2C 李凌莉家長

  首先很感謝學校給予凌莉一個開心的學習環境。自
升小學以來，因為疫情不時停課，期間學校提倡「停課

不停學」，老師們花費更多精力、心思去進行網上教

學，令小朋友停課期間也得益匪淺，非常感謝學校老師

們的辛勞付出！

2A 鄭妍希家長

  感謝每一位教師能認真
關懷我們的女兒。無論在學

業、待人處事、品行、品德

方面，都能為女兒作出正面

的培養。除此之外，老師們

更關心和留意學童日常的成

長，可見老師們花很多心思

在每個學生身上。願大家在

疫情下能身體健康、開心快

樂一起共同成長，感謝所有

老師們！

2D 吳澤鑫家長

  我們的學校充滿關愛，
從校長、副校長到班主任及

各位科任老師都笑容滿面、

有問必答，讓家長感到十分

滿意。在教學上，班主任和

各科老師專業、負責任，授

課方式亦生動有趣。感謝

您，親愛的老師們！

3C 張巧柔家長

  感謝校長和老師對小女提
供優質教育，使她日漸成長和

樂於助人等。下課後還要安排

輔導班給有需要的學生，孩子

亦能在老師專業的指導下完成

家課，在家能有更多時間與父

母交流學習心得、溫習和參加

有益身心的課外活動。

5B 何淳樂、何淳瑩家長

  首先非常感謝校長和各位老
師對我的子女悉心教導，除了教

授課文知識外，還培養他們尊師

重道的品行。另外，貴校在疫情

期間的安排和老師們與家長之間

的緊密及良好溝通，都是值得讚

揚的地方。

家長心聲

3A 陳彥溱、6A 陳彥晞家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