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好！我是陸潔盈老師，是3D班的
班主任，主教數學和視藝，我感到非常榮
幸可加入梁鉅鏐的大家庭中。在這裏，我
充分感受到學生給我的愛戴與溫暖，令我
十分享受在校的教學日子。我亦很感激校
長、各老師給予的幫忙與關懷，使我在短
時間內便融入了這大家庭的生活。在此，祝每一位同學今年有
個愉快、開心的校園生活。

陸潔盈老師

校長的話

訊校
2017年

　　本學年（2016/17）本校進入了新一個三年學校發展周期，承接著上一個發展周期，我們以「學與教的持續及深化
發展」和「持續及深化生命教育，推廣正向校園文化」作為2016至2019三個學年的學校發展關注事項。
對應「學與教的持續及深化發展」，我們訂立了三大目標：
1. 「深化學校整體課程規畫，以照顧學生的多樣性。」配合教育發展新趨勢，本學年重點發展電子教學及STEM教

育。學生亦可透過課外活動、多元學習課、校本及區本課後學習支援活動等，發展不同的興趣和技能。此外，透過
校本資優教育課程，讓本校資優生的潛能得以發揮。

2. 「培育學生的獨立學習的能力。」我們參加了「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課堂研究計劃」，又透過校本訓輔計劃，培
養及提升學生的自學及自我管理能力。此外，各科亦加強使用內聯網（e-class），推動自學。

3. 「強化教師教學專業，提升教學質素。」除訂定校本教師專業發展計劃外，又定期安排教師參加專業進修，學習新
的教學方法，更安排教師參與教研及協作計劃，強化專業知識。

對應「持續及深化生命教育，推廣正向校園文化」，我們也有三大目標：
1. 「優化生命教育，建立學生正面的價值觀。」我們參加了香港大學的「『培養學生正面態度和價值觀』主題網絡計

劃」和香港教育大學的「『培養小學生孝思與家庭價值』夥伴計劃」，又修訂校本課程，包括生命教育單元、課程
統整等，以加強價值教育元素，推廣正向校園文化。家長教育方面，我們優化家長學堂計劃以推廣正向校園文化。

2. 「透過『服務學習』，提升學生的自信心。」我們舉辦校本活動，例如清潔校園，校園種植等，又增加服務團隊對
外務服機會，以提升學生的責任感及建立自信心。此外，校內各科組推行服務生計劃，為學生提供更多同儕互助合
作的機會。

3. 持續發展靈性培育。透過優化學生團契，加強校園宗教佈置及基督教節期聚會，提高校園宗教氣氛，建立師生、生
生之間互愛互助的氛圍。

　　說到底，學校是學生學習和成長的地方，學校的發展方向離不開使學生有效學習和讓學生得以茁壯成長。新周期各
項計劃實踐了接近一年時間，部分項目漸見成效。展望未來兩年，我深信梁鉅鏐小學的教職員團隊定必全力以赴，讓計
劃得以順利實踐，使學生得到最大益處。

陳光強校長 

Leung Kui Kau Lutheran Primary School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校址：新界
沙田安景街五號　　　電話：2637 9023　　　傳真：2649 4379　　　網址：lkklps. edu. hk

　　大家好，我是梁凱羚老師。
　　在這個學年裏，我能加入梁鉅鏐
小學成為4E班班主任，實在非常高
興。回想從九月到現在，除了可以在
課堂上與各位同學愉悅地暢遊中文的世界，更令我快樂
的，就是可以於課堂外彼此認識。
　　雖然生活繁忙，但我仍會於餘暇時間看電影─
假如你有喜歡的電影想分享，歡迎隨時找我聊一聊啊！

梁凱羚老師

　　還記得上年七月首次踏足路德會
梁鉅鏐小學，抵埗時突然下起傾盆大
雨。雖然校門距離車站不遠，但踏進
校舍時我經已全身濕透。校工們見我
狀甚狼狽和擔心我著涼，立即細心
遞上了紙巾給我抹身。就在這時開

始，我就感覺到梁鉅鏐小學是個充滿愛心的地方。
　　我深信音樂是神所賜的禮物，為我們生活添上無
盡色彩。懂得欣賞音樂才能體會到這份一早準備好的
禮物何等偉大，但願路德會梁鉅鏐小學學生會在音樂
學習上有所得著，並會享受音樂。

劉晉翹老師

梁小大家庭

　　大家好，我是陳倩蓓老師，任教英文、音
樂、常識、和電腦科。有空喜歡旅遊，不但可
擴闊眼界，還能感受當地文化。了解一個地
方，可以由它的語言學起。語言能夠把人與人
的距離拉近，例如陳老師教的英語和韓語，希
望同學們日後可以學以致用，有所得著。

　　雖然來到路德會梁鉅鏐小學這個大家庭只有短短的時間，但
每天看見同學們能夠快樂地成長和學習，已令我心感滿足。學
習，應該是愉快的，不要讓功課或考試給自己太多壓力。有聽說
過牛頓和蘋果的故事嗎？如果牛頓不想想蘋果為什麼會掉下來，
他會發現地球上有萬有引力嗎？
　　享受學習的過程，並保持著一顆好奇和求知的心，因為知識
永遠是我們最大的財富。
　　　　　　　　　　　　　　　　　　　　　　陳倩蓓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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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大會

　　為了讓學生在輕鬆、愉快的氛圍下，從不同的角

度認識中國文化及學習語文知識，中文組於九月下旬

舉行了「中華文化周」，當中活動包括：攤位遊戲、

中國節日故事動畫片及兒歌播放、猜燈謎及主題展板

等。同學們踴躍參加各項活動，表現非常投入。

同學們透過觀看展板及有趣的動畫片，學習
語文知識及中國傳統節日的由來。

新年時，人們喜歡用笑口棗來招呼客人，你們知道
「笑口棗」的寓意嗎？我們祝願各位笑口常開！

同學們寓學習於娛樂，不但對中華文化加深了認識，還獲得豐富獎品，大家都興奮不已。

中文科活動

　　2017年2月至3月，中文組舉辦「故事
人講故事」活動。十位四至六年級同學擔任

故事演說大使，於小息時段在地下有蓋操場

講述精彩故事，同學們都聽得津津有味。

「故事人講故事」活動

中華文化週

別小覷我們年紀小，我們也會猜燈謎呢！
猜燈謎，真有趣！

猜燈謎

齊來玩「祝福語對對碰」遊戲
吧！你們能從詞卡中找到多少
句祝福語呢？

攤位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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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4月11日，中文組舉辦「狀元爭
霸戰」問答比賽，比賽以昔日「百萬富翁」

遊戲的模式進行，內容包括中國歷史文化、

地理、古典詩詞、成語、歇後語等，包羅萬

有。是次問答比賽緊張刺激，同學們全程投

入，以爭取一百萬分為目標。

　　為了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及學與教的效能，中文組參加了香港教

育大學舉辦的「小班學習支援計劃」，以發展本科的電子學習課程。在

教大導師的支援及友校老師的協助下，我們優化了四年級課程統整的內

容，加入了電子學習元素，讓學生能透過內聯網在家中學習有關標語的知

識，並且運用平板電腦於網上平台─Padlet創作及上載標語，與同學
分享。在課堂上，同學們一起運用平板電腦優化各組創作的標語，並運用

Polltogo進行即時投票，選出班中最佳的標語。在創作和修正標語的過程
中，學生都表現積極、主動，樂於學習和創作。

「優化小班教學計劃」（電子教學）

學生一起商討，共同修正組員創作的標語。

學生可將標語及相關圖片上載於
網上平台，即時與同學分享。

學生透過Polltogo，選出
自己心目中的最佳標語。

學生透過平板電腦於網上平台修改標語。學生講解如何優化他們所創作的標語。

選出最佳標語後，學生分享其揀選理由。

「狀元爭霸戰」問答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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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haring from our new NET – Miss Veronica
I am from Montreal, Canada – a city that is much, much colder than Hong Kong 

in the winters. Although I miss the snow and going snowboarding, Hong Kong is an 
incredible city to live in. I love learning new languages. Right now, I can speak four: 
English, French, Spanish and American Sign Language. I am trying very hard to 
learn to speak Cantonese too!

This year, I had so much fun teaching the P1 and P2 students of LKK as we 
played games, sang songs, and read storybooks together. I was impressed by your 
energy, excitement, and participation in my classes! It made it very fun for me and I 
hope you enjoyed learning English too. Thank you to all the students and staff of LKK 
for welcoming me into your school community. Good luck with your examinations and 
I hope you have a wonderful summer! 

　　今年英文組舉行英語週活動，目的是讓學生有

更多學習英文的機會。透過活動，學生不但能深入

了解一些西方節日的起源和文化習俗，還可以提升

學生對英文的興趣。同學們都積極參與活動，非常

投入。在此感謝老師和英語大使的參與和協助。

ELTA Miss Veronica

英文科活動

English Week (Thanksgiving, Christmas, Easter, Father's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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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Channel
　　在2016年12月13日於多元學習時段舉行了
English Channel。其主題為 “Christmas”，
以配合1 2月的E n g l i s h  We e k活動。透過英
語短劇，問答遊戲及唱聖誕歌等環節來認識

Christmas的意義。

　　為配合本學年的學習重點─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本

科舉辦了為期一年的“Buddy Programme”（伙伴計劃）。
　　透過此計劃，每位小五學生跟一位小一學生成為伙伴，他

們定期進行一些英語活動。主要的活動為英文圖書伴讀，小

五學生會以英語跟他們的小一buddies說故事並教他們一些生
字。此外，其他活動包括協助小一buddies完成V-POWER 計
劃的部份單元及以英語對話，加深彼此了解，藉此機會操練英

語會話。學生均積極投入參與。所有小五buddies都能盡責及
樂意地照顧小一的學弟學妹們。

Buddy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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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學校設一數學徑，讓學生按題目指示到不同問題

區找答案，並將答案填寫於答題紙上。活動以分組形式

進行，每班分為五至六組，每一位組員都能認真參與，

分工合作，發揮團隊精神。

數學遊蹤

數學科活動

一年級同學們在找尋最近禮堂的「跳圈」
由多少條曲線組成。

在活動中，同學們從小賣
部中找出一種柱體食品。

二年級同學們在數算出籃球場上有多少條曲線。

石屋右邊門上的圖形共
有多少個三角形呢？

三年級同學在數算禮堂共有多少個小窗。

同學需指出籃球場
上有哪些圖形。

四年級同學在計算線道號碼中，最大雙
數和最小單數的最小公倍數是多少。

每張有背鐵椅重38公斤，
無背鐵椅重24公斤，全部
鐵椅共重多少公斤？

五年級同學在數算全間石屋外牆上共有多少個綠色矩形洞。

六年級同學利用身體永備尺
找出最接近花槽的五條跑道
的面積約多少平方米。

若A=1，B=2，如此類推，教職員洗手間牌上的那個
英語名稱，各英文字母所代表的數字之和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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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P.2、P.5

     透過在學校推動STEM教育，為學生提供更多學習
活動，讓學生能有效地結合科學、科技與數學知識，運

用和發揮探究、協作和解難能力，發展正面的價值觀和

態度，培養創意、創新甚至創業精神。本年度數學科向

五年級同學推行STEM教學─課題：低頭一族，不但

讓同學認識三角形的簡單特性，而且更可讓同學比較各

種四邊形的特性及認識角度。同學必須在分組選用適當

的物料製作支撐平板電腦的支架，以減輕頸椎的負荷。

教師工作坊

同學們製作平板電腦的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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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度
（中文組）比賽項目 組別 學生姓名及班別 獎項

「第十二屆小學生中英文
現場作文比賽」
（大埔三育中學）

小五中文組
5A 譚凱文 5A 陳澤豐 5A 呂哲恒 
5A 嚴家盛 5A 黎霈淇 5C 葉蔚藍
5C 曾榆深 5E 何蝶恩

良好

小六中文組

6A 譚仰媛
季軍、
特級優異

6A 陳諾瑤 6A 鄭卓堯 優異
6A 梁　皓 6A 陳至美 6A 黎芳瑜 
6B 陳凱迪 6C 郭英姿 6C 盧康橋
6C 張廷朗 6D 董珀攸 6E 鄧可斯

良好

「第五屆城市微觀‧全港
學界微型小說創作比賽」
（香港城市大學）

小學組

6A 鄭卓堯 亞軍
6A 魏考彤 優異
6A 張愷晴 作家推薦獎
6A 劉子軒 6A 王子悠 6A 馮浚諾 嘉許

（英文組）比賽項目 組別 學生姓名及班別 獎項

大埔三育中學
現場作文比賽

英文組
五年級

5A 陳朗軒 5A 黃思哲 優異
5A 呂哲恒 5A 金卓琳 5A 嚴家盛 
5D 洪葦欣 5E 何蝶恩

良好

英文組
六年級

6A 鄭卓堯 6A 林曉彤 優異
6A 陳至美 6A 譚仰媛 6A 陳諾瑤 
6A 馮穎希 6A 馮浚諾 6A 魏考彤
6A 王　軒 6B 陳凱迪 6C 鍾景熹 
6C 黎舒嫚

良好

6D 鍾卓昕 優異
Story-telling Gala for

 Primary Schools
(Hong Kong Teachers

 Drama Association Limited)

5E 何蝶恩 Merit

（數學組）比賽項目 組別 學生姓名及班別 獎項

第十二屆全港小學
數學比賽（沙田區）

小學五年級
5A 吳紀宏 5A 潘柏圖 5A 嚴家盛 優異
5A 袁昀浩 5A 鄭翔耀 5D 繆璟松 優良

小學六年級
6A 唐浚軒 6A 陳諾瑤 6A 鄭卓堯 優良
6A 王　軒 6A 趙浩程 6A 劉子軒 銀獎
6A 王　軒 6A 趙浩程 6A 劉子軒 全場殿軍

第十二屆香港小學
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小學五年級 5A 袁昀浩 5A 楊東曉 銀獎
小學六年級 6A 王　軒 6A 劉子軒 銀獎

2016『優數盃』國際
數學大賽（香港決賽）

三年級組 4B 彭澤羲 一等獎

2016《希望杯》國際
數學競賽

小四年級
4D 袁嘉朗 銀獎
4B 彭澤羲 銅獎

2016《希望杯》國際
數學競賽（總決賽）

小四年級 4D 袁嘉朗 4B 彭澤羲 優異獎

2016孔聖盃學界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

小一至
小二組

3B 袁伽溢 二等獎

2016年第十二屆香港
校際盃珠心算比賽

高級組
個人賽

5C 張展維 優異獎
6A 鄭卓堯 總冠軍

高級組
團體賽

5C 張展維 6A 鄭卓堯 亞軍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初賽）

小學三年級 3B 袁伽溢 銅獎
小學四年級 4D 袁嘉朗 銀獎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總決賽）

小學三年級 3B 袁伽溢
優異獎

小學四年級 4D 袁嘉朗
2016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

三年級組 4D 袁嘉朗 銅獎

2016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總決賽

五年級組 6A 唐浚軒 銅獎

2016南方杯國際
數學競賽（香港初賽）

小四年級 4B 彭澤羲 銅獎

2016南方杯國際
數學競賽（總決賽）

小四年級 4B 彭澤羲 銅獎

2017《環亞太杯》國際
數學邀請賽

小學四年級 4B 彭澤羲 一等獎

2017「奧海盃」數學競賽
小學三年級 3B 袁伽溢 銀獎

小學四年級 4D 袁嘉朗 銀獎

2017COMO兩岸菁英
數學邀請賽初賽

小學三年級 3A 李雨璇 三等獎
小學五年級 5D 繆璟松 三等獎
小學六年級 6A 馮浚諾 二等獎

2017世界數學邀請賽初賽 小學組 4B 彭澤羲 銅獎
2017全港數學大激鬥 小二個人賽 2B 陳俊橋 2E 陳　睿 銅獎

2017香港小學數學精英
選拔賽（計算競賽）

小學六年級 6A 劉子軒 三等獎

2017香港小學數學精英
選拔賽（數學競賽）

小學六年級 6A 王　軒 6A 劉子軒 三等獎

2017香港小學數學精英
選拔賽（總成績）

小學六年級 6A 劉子軒 三等獎

2017港澳盃初賽

小學二年級
2E 婁浩翔 銀獎
2B 顏君豪 金獎

小學三年級

3A 李雨璇 3A 林毅豐 3C 羅仲祺 銅獎
3B 袁伽溢 3A 張文鍵 3A 梁紫晴 
3A 曾子航 3A 劉子瑋

銀獎

3A 羅之佟 金獎

小學四年級

4A 文希朗 4A 鄧啟塑 4A 賴頌錡 
4A 黃小懿 4A 楊濼曦 4A 馬正清

銀獎

4A 陳奕希 4B 彭澤羲 4C 馮朗賢 金獎
4C 陳展駿 4C 李柏霖 4D 袁嘉朗 
4E 劉子源

銅獎

小學五年級
5A 楊東曉 金獎
5A 袁昀浩 5D 繆璟松 銀獎

小學六年級
6A 王　軒 6A 唐浚軒 6A 劉子軒 
6A 鄭卓堯

銀獎

6A 陳諾瑤 6C 鄭栢言 銅獎
2017港澳盃決賽 小學二年級 2E 婁浩翔 銀獎

2017港澳盃晉級賽

小學三年級
3A 張文鍵 金獎
3A 劉子瑋 銀獎
3A 李雨璇 銅獎

小學四年級
4A 陳奕希 金獎
4A 馬正清 4A 鄧啟塑 4C 馮朗賢 銀獎
4A 文希朗 4B 彭澤羲 4E 劉子源 銅獎

小學五年級 5A 楊東曉 銀獎

小學六年級
6A 王　軒 銀獎
6A 唐浚軒 銅獎

2017華杯奧數之星創新
思維全國聯賽

小四組 4B 彭澤羲 二等獎

2017華夏盃初賽

小學二年級
2B 顏君豪 一等獎
2E 陳　睿 二等獎
2E 婁浩翔 三等獎

小學三年級

3A 羅之佟 3B 袁伽溢 一等獎
3A 梁紫晴 3A 梁韶德 3A 曾子航 
3A 劉子瑋

二等獎

3A 李雨璇 3A 林毅豐 3A 梁嘉恩 
3C 羅仲祺

三等獎

小學四年級

4A 陳奕希 一等獎
4A 林晉鈿 4A 馬正清 4A 楊濼曦 
4A 嚴家慧 4B 彭澤羲 4C 馮朗賢
4D 袁嘉朗 4E 劉子源

二等獎

4A 文希朗 4A 黃小懿 4C 李柏霖 
4C 陳展駿

三等獎

小學五年級

5A 楊東曉 5A 鄭翔耀 一等獎
5A 袁昀浩 5A 蔡杰朗 5A 嚴家盛 
5D 繆璟松

二等獎

5A 吳紀宏 5E 劉懷欣 三等獎

小學六年級

6A 劉子軒 一等獎
6A 王　軒 6A 梁　皓 6A 陳諾瑤 
6A 馮浚諾 6E 李衍楠

二等獎

6A 何裕曦 6A 唐浚軒 6A 鄧　彥 
6A 鄭卓堯 6A 蘇紫瑩 6B 陳凱迪
6C 鄭栢言 6E 黃鏊軒

三等獎

2017華夏盃晉級賽

小學二年級 2E 婁浩翔 2E 陳　睿 三等獎

小學三年級
3A 劉子瑋 一等獎
3A 羅之佟 二等獎
3B 袁伽溢 3A 林毅豐 3A 梁紫晴 三等獎

小學五年級
5A 鄭翔耀 一等獎
5A 楊東曉 二等獎

小學六年級

6A 王　軒 一等獎
6A 劉子軒 二等獎
6A 何裕曦 6A 唐浚軒 6A 陳諾瑤 
6A 鄭卓堯 6C 鄭栢言

三等獎

小學四年級

4A 陳奕希 一等獎
4A 文希朗 4A 林晉鈿 4A 馬正清 
4B 彭澤羲 4C 馮朗賢 4D 袁嘉朗

二等獎

4E 劉子源 三等獎

2017華夏盃總決賽

小學二年級 2E 婁浩翔 2E 陳　睿 三等獎

小學三年級
3A 羅之佟 二等獎
3A 林毅豐 三等獎

小學四年級
4A 陳奕希 一等獎
4A 文希朗 4A 林晉鈿 4E 劉子源 三等獎

小學五年級
5A 楊東曉 二等獎
5A 鄭翔耀 三等獎

小學六年級 6A 唐浚軒 二等獎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小六年級
6A 王　軒 6A 陳諾瑤 二等獎
6A 馮浚諾 三等獎

全港青少年數學
挑戰賽2016

小三組
4B 彭澤羲 銅獎
4D 袁嘉朗 銀獎

多元智能盃
小二組 3B 袁伽溢 優異獎
小三組 4D 袁嘉朗 三等獎

佛教大雄中學數學嘉年華
之「大雄數學邀請賽」

小學五年級
5A 袁昀浩 一等獎
5A 鄭翔耀 二等獎
5A 吳紀宏 5D 繆璟松 優異獎

第28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2017（初賽）
（最佳個人成績）

小學五年級 5A 袁昀浩 5A 楊東曉 5A 嚴家盛 三等獎

小學六年級 6A 王　軒 6A 劉子軒 二等獎

第九屆德信盃數學邀請賽 小學六年級 6A 劉子軒 三等獎

第二十四屆香港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小二組 2B 顏君豪 銀獎
小三組 3A 劉子瑋 3A 羅之佟 銅獎

小五組
5A 袁昀浩 5A 潘柏圖 5A 鄭翔耀 
5D 繆璟松 5A 嚴家盛

銅獎

小六組 6A 王　軒 6A 劉子軒 銅獎

小四組
4D 袁嘉朗 銅獎
4A 鄧啟塑 銀獎

第二屆全港資優學生
「合24」大賽（個人賽）

小二組 2B 顏君豪 銅獎

第十九屆牛頓數學精英
挑戰盃

小學二年級 2B 顏君豪 亞軍

第十二屆亞洲杯奧數之星
創新思維決賽2016

三年級組 4B 彭澤羲 二等獎

第十三屆小學校際數學
遊戲及STEM常識問答
挑戰賽（初賽）

小六組
個人賽

6A 王　軒 6A 何旨礽 6A 秦建熙 
6A 梁　皓 6A 梁臻彥 6A 陳至美
6A 陳諾瑤 6A 趙浩程 6A 劉子軒 
6B 詹柏朗

首十名

小六組
團體賽

6A 秦建熙 6A 梁　皓 6A 梁臻彥 
6B 詹柏朗

三等獎8



校外龍虎榜

（聖經科）比賽項目 組別 學生姓名及班別 獎項
朱保慈博士文字創作

徵文比賽
小學中文組 5A 黎霈淇 優異

朱保慈博士文字創作
徵文比賽

小學中文組 6A 陳至美 優異

全港小學生徵文比賽2017 高小組 5D 黎少琦 優異

（音樂組）比賽項目 組別 學生姓名及班別 獎項

69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色士風 1人 優良

小提琴
2人 優良
1人 良好

鋼琴

1B 戴俊希 2E 溫晟恩 冠軍
6A 林曉彤 亞軍
5A 鄧梓彤 季軍

39人 優良
15人 良好

獨唱
3人 優良
1人 良好

合唱 55人 季軍
第九屆「香江盃」藝術大賽 音樂 2E 林穎儀 2E 朱可欣 銀獎

第五屆全港小學校際
手語歌比賽

手語歌

2C 朱凱婷 2C 陳煦晰 2C 葉釆怡
4A 嚴靖嵐 4A 劉瑋淇 4B 譚仰容
4B 王梓渝 4C 陳詩逸 4C 陳梓喬
4C 曾烯瑜 4D 藍逸瞳 4D 李殷同

亞軍

（體育組）比賽項目 組別 學生姓名及班別 獎項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17
沙田區─

2009年
男子組

2A 陳一宇

交叉開跳項目
─冠軍
二重跳項目
─冠軍

力行社愛與同跑 男子青年組 6A 梁臻彥
二公里
─季軍

2017足球小將培訓坊第二屆復活盃
U10 4B 彭澤羲

亞軍
2017深水埗全港U10超級盃
2017復活節南區麗池五人足球 盃賽亞軍
2017深水埗全港U10超級盃

U10 3D 李兆軒 季軍
Nike Cup 2017

The Rink 2017 In House 
Skating Competition

Freestyle 1

3C 劉宇晴

冠軍

2016 ISI Skate Hong Kong
Solo 亞軍

Jump & Spin
季軍

Freestyle 

第53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小學
低年級組

1B 賈詩琪 1C 單千恒 1C 秦安瑤
1D 林泳彤 1E 朱樂彤 2B 林芯攸
2C 胡芷懿 2D 曾沛盈 2D 吳紫妍
2D 李信瑤 2D 譚珮彤 2E 楊穎熙
2E 余芷瑤 3A 張芯熒 3B 曾芍熹
3E 鍾凱晴

甲級獎

小學
高年級組

4A 楊仁佳 4A 楊濼曦 4A 劉瑋淇 
4A 嚴靖嵐 4B 譚仰容 4B 陳　韡 
4C 黃蕊彤 4D 何靖祈 4D 藍逸瞳 
5A 劉采瑤 5A 梁絲源 5C 曾榆深 
5C 陳梓蕙 5D 黃紀瑤 5D 關博蔚 
5E 劉懷欣 6A 陳諾瑤 6B 林雅思 
6C 姚詠浵

甲級獎

2017第二屆香港五恆
跆拳道總會循理會美林小學
合辦個人及隊際套拳比賽

男童B組 2D 譚凱丰 冠軍

2016-2017年度沙田區小學
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丙組 3A 陳芯榆

50米自由泳
─第五名
50米背泳
─第五名

（視藝組）比賽項目 組別 學生姓名及班別 獎項
2015年國際兒童繪畫比賽 7-9歲組 3B 簡希彤 優異獎

2016「奇幻之旅」繪畫比賽（亞太區）
兒童組 1D 葉子呈 優異獎
少年組 6B 陳凱迪 二等獎

2016環保花燈設計比賽 組別C 5C 曾榆深 冠軍
2017禁毒TEE恤設計比賽 小學組 4A 黃小懿 優異獎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小學三年級組 3C 林欣 優異獎

亞太兒童藝術家繪畫比賽 兒童中級組 5A 陳爾婷 亞軍

兒童創作大賽2016環保袋及黏土創作
中童組
─黏土

6C 黃浩堅 銅獎

兒童創作大賽2016環保袋設計 小童組
2D 潘思靜 2E 潘思婷
3C 林欣  3E 梁凱齊

銀獎

迪士尼開心學園填色比賽
中級組 3A 林　琛 優異獎
高級組 6C 黎舒嫚 優異獎

香港傷健協會四格漫畫設計比賽 高小組 4A 黃小懿 冠軍
堅愛香港填色比賽2016 小學組 4A 黃小懿 傑出表現獎

第六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17 小童組西畫 2E 袁梓朗 銀獎
第六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17 中童組西畫 4B 羅皓晴 5D 洪葦欣 銅獎
親親藝術抱抱世界繪畫比賽 初小組 3C 林欣 優異獎

龍翔盃小學藝術創作比賽 小學組

2E 潘思婷 全場卓越作品銅獎
3A 羅芷翹 優秀作品獎
2E 陳　睿 3C 周恩羚
4B 羅皓晴 4B 譚仰容
4C 黃蕊彤 4D 周正浩

佳作獎

獻給心中的最愛心意卡設計比賽 高小組 4A 黃小懿 優異獎

（電腦）比賽項目 組別 學生姓名及班別 獎項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小學組
5A吳紀宏 5E黃璟珩 6A趙浩程
6A鄧　彥

金章

（朗誦節）比賽項目 組別 學生姓名班別 獎項

第68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獨誦

1A 馮可盈 冠軍
1C 鄒梓軒 2C 朱凱婷 亞軍
1D 梅卓爾 2C 陳煦晰 6A 陳諾瑤 季軍

29人 優良
16人 良好

粵語集誦 小一小二 冠軍

英詩獨誦

2E 陳睿男 冠軍
5A 許樂晴 5C 曾榆深 亞軍
1C 秦安瑤 2D 林永濠 5A 楊東曉 季軍

57人 優良
1人 良好

英詩集誦 小二小三 優良

普通話獨誦

5C 曾榆深 亞軍
2A 裘美和 2C 林文緯 2E 郭睿翹 季軍

40人 優良
11人 良好

普通話集誦 小一小二 優良

2016-2017年度沙田區小學
校乒乓球比賽

女子組
團體賽

6B 陳日松 5A 何冬晴 5B 丁穎柔
5C 陳梓蕙

殿軍

6B 陳日松 傑出運動員
第五屆校際定向錦標賽暨

公開賽2017
沿徑定向精
確賽小學組

3D 劉建邦 二等獎

香港跆拳道國藝會邀請賽2016 3D 李正謙 冠軍
2016北區回歸盃全港5人

足球公開賽
U9

4B 彭澤羲

碟賽冠軍

青協盃5人足球賽 初級組 殿軍
香港兒童足球盃2016
公開組別挑戰組

U10 盃賽殿軍

香港男子青少年跆拳道比賽2016 男童色帶組 6D 蘇展翔 季軍
2016聯校滑浪風帆比賽（第二站） 男子兒童組別 5B 張嘉泓 季軍

全港兒童田徑超新星運動會 女子2008組

2E 陳　睿

1. 60米 亞軍
2. 跳遠 季軍
3. 100米 優異獎

飛達暑期測試賽 女子2008組
1. 100米 季軍
2. 立定跳遠  季軍
3. 60米 第四名

2016-2017年度沙田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6A 秦建熙 60米第8名

女子甲組 6C 劉煒晴
1. 60米 第4名
2. 跳遠 第4名

女子乙組 5A 金卓琳 100米第7名
女子丙組 3E 鍾凱晴 跳遠第7名

學校體育推廣訂計劃
─藝術體操比賽2016

初級乙組
3E 鍾凱晴

1. 球操 季軍
2. 圈操 季軍
3. 個人全能 殿軍

2016-2017年度全港
藝術體操公開賽

四級初級組 第五名

東區標準拉丁舞比賽 兒童及青少年

2D 葉　翹

單人 CRJ冠軍
金鑽杯系列亞洲公開賽─
全港兒童及青少年明日之星

頒獎禮預選賽
兒童及青少年 單人 CRJ亞軍

24th President cup Hk Open
 Championships-24th IDTA

 cup International Open
 Championships-Lotus cup 

International Open Championships

Juvenile and 
Youth

Solo
CRJ-Frist in

Arnold Classic Asia
（阿諾欖球亞洲賽2016） U8 2A 林子堯 季軍

HKU Sandy Bay RFC
2016全港公開青少年
乒乓球錦標賽

女子（12歲或
以下）團體賽

6B 陳日松

季軍

大埔區分齡乒乓球比賽2016-2017
女子單打
青少年組

亞軍
黃大仙區分齡乒乓球比賽2016
沙田區分齡乒乓球比賽2016 殿軍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
挑戰賽決賽

小四組
團體賽

4A 馬正清 4A 陳奕希 4A 黃小懿 
4A 楊濼曦 4A 鄧啟塑 4D 袁嘉朗
4E 劉子源

首六十名

小六組
團體賽

6A 何裕曦 6A 梁　皓 6A 劉子軒 
6B 詹柏朗

首六十名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
挑戰賽初賽

小五組
個人賽

5A 袁昀浩 5A 楊東曉 5A 鄭翔耀 
5A 嚴家盛

銀獎

5A 吳紀宏 銅獎
5D 繆璟松 優異獎

小六組
個人賽

6A 王　軒 6A 梁　皓 6A 陳諾瑤 
6A 劉子軒

銀獎

6A 唐浚軒 6A 鄧　彥 6C 鄭栢言 
6E 黃鏊軒

銅獎

6A 馮浚諾 6A 趙浩程 6A 鄭卓堯 優異獎

小六組
團體賽

6A 陳諾瑤 6A 馮浚諾 6B 陳凱迪 
6E 李衍楠

優異獎

6A 何裕曦 6A 梁　皓 6A 劉子軒 
6B 詹柏朗

第五名

小四組
個人賽

4A 鄧啟塑 4A 陳奕希 金獎
4A 文希朗 4A 楊濼曦 4A 嚴家慧 銀獎
4A 黃小懿 4A 林晉鈿 4A 馬正清 
4B 彭澤羲

銅獎

4C 李柏霖 4D 袁嘉朗 優異獎

小四組
團體賽

4A 陳奕希 4A 黃小懿 4A 楊濼曦 
4C 李柏霖

冠軍

4A 馬正清 4A 鄧啟塑 4D 袁嘉朗 
4E 劉子源

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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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一年級學生容易適應本校的學習生活，本年度訓輔組安排四年級學生照顧

每位一年級學生，帶他們參觀校園及介紹本校不同的學習地方，指導他們填寫家課，

又會陪伴他們閱讀圖書。

本校24位學生獲頒發〈健力士世界紀錄〉證書，並與陳校長
及嘉賓一同合照留念。

訓輔
　　2016年7月28日及10月16日，本校有30位學生
參加由沙田警署及少年警訊主辦的單車安全培訓課

程，接受專業單車訓練員的指導，學習駕駛單車的安

全意識，並考核單車駕駛獎章。

　　完成單車訓練和考核後，2016年11月19日本校
24位學生於沙田馬場參加由沙田警區少年警訊舉辦世
界上最大型的單車安全意識課，並與區內中小學生及

單車運動員共504人成功締造〈健力士世界紀錄〉。

小一學生送給小四學生的感謝卡

1B鄭博彥同學送此感謝卡給4A朱柏岐同學   1D陳嘉燕同學送此感謝卡給4D陳天嵐同學    1D蘇子媃同學送此感謝卡給4D林海澄同學

同學們正在參與單車課程，
聆聽單車教練的指導。

同學正進行單車銅章考核。

同學們列好隊形，準備一同踏單車，締造〈健力士世界紀錄〉。

破峯達人《Smartrider》

「成長伴同行」計劃

本校學生與單車教練一同合照留念。

同學進行單車練習。

同學們獲頒發證書，並與
單車教練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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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致歡迎詞，並帶領嘉賓參觀本校

各校同工踴躍出席是次活動，進行專業教學交流

生命 教育

　　本校一直重視學生的成長，而家庭和學校是建構學生成

長的兩大元素，為了使家長得到全面而又適切的支援，每年均

為家長提供不同主題的講座。

　　為了強化親子關係及提升孩子的抗逆力，本校與家長教師會於2017年2月
18日（星期六）合辦了一場親子情緒工作坊，是次工作坊由路德會家庭生活教
育組社工主持。

　　此外，本校於2017年3月4日（星期六）邀請越己堂謝清美女士主講【如
何培育子女做情緒的主人？正念家長培訓坊】協助家長以正面的態度及技巧處

理自己及子女的情緒。

　　上述兩項家長教育活動以生命教育為藍本，以正向心理學的理念，讓家長

和學生一同培育珍惜生命、欣賞生命及熱愛生命的態度。

生命教育講座

　　2017年3月7日，本會教育統籌主任、各中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之校監、
校長及行政人員一行六十多人到訪本校進行教學交流。本校課程組及學生支援組

代表於會內分享生命教育課程及學生支援工作，喜獲好評！

譚嘉麗主任（課程）分
享校本生命教育課程5A蕭 （左）、5C曾榆深（中）、6A陳諾瑤（右）

分享生命教育課程之學習經歷及感受

梁鉅鏐小學校本生命教育課程
　　　　及學生支援工作分享活動

陳光耀主任（輔導）分享本校學生支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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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藍逸瞳

　　大多數
博物館內的

展品都只供觀
賞，但在新奇體驗博物館
內，我們可要觸摸所有展
品，我覺得那兒的設計又新
穎又實用。

4B 張一馳

　 　 我 們 欣
賞了一場機械

人舞，機械人電
子關節活動的能力非常高，能
跟隨快節奏的旋律跳舞，令我
覺得韓國的電子科技很先進。

5A 黎霈琪

　　女孩穿

上韓服後，常

踏着自己的裙腳，

差點兒跌倒，顯得有點狼

狽，可幸穿上韓服後，大

家也很滿意自己的造型。

　　為配合學校的發展主題，本年度的境外學習特選址到首爾，讓學生透過五天的行程（12月12日至

12月16日），認識當地的科技及文化發展，藉此讓學生拓展視野。

參觀國立果川科學館
時，導遊向同學介紹
火箭升空的原理。

同學運用三星電子宣
傳館內的電子儀器把
照片製成特別效果。

同學在三星電子宣傳館內留影。同學們在3D打印館內留影。

學生心聲

同學一起製作泡菜，承辦活動的機構會把
所有「製成品」送給老人院的公公婆婆。女同學穿上傳統韓服，化身韓國娃娃。 同學在清溪川博物館內合照。

2016年度境外遊學

首爾─科技及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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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參觀新奇體驗博
物館時，看到很多新
奇而實用的產品。

同學在市民安全體驗館內
親嘗被颶風侵襲的感受。

同學在市民安全體驗館內嘗試滅火。參觀Coex Mal l科學體驗
館時，導遊向同學簡介3D
動畫的原理。

同學參觀數位媒體數碼坊
時，利用「電子鏡」化妝。

出發前，家長與參加境外
遊的同學在禮堂大合照。

同學在Korea Gas門外留影。 同學參觀Coex Mall科
學體驗館時，工作人
員邀請同學參與製作
3D打印的前期工作。

5E 王曉晴

　　參加境
外學習，我

學會與同房同
學互相照顧，互相體諒；我
又很感謝老師每天早上和晚
上巡房，照顧我們。

5E 鄧學謙

　　參觀三星
電子宣傳館後，

我覺得韓國的科技
很先進。電子遊戲不但是一種
玩意，而且還是一種評量別人
能力和喜好的工具，讓我對自
己的喜好和能力加深了解。

6C 王瑀立

　　經過這

次旅程後，我

認為我的自理能

力比前提升不少。在此，

我特別多謝蔡老師借給我

他唯一一條圍巾，讓我得

到溫暖。

參觀國立果川科學館時，導遊
告訴同學磁浮列車的原理。

導遊向同學介紹MBC電視
台曾拍攝的電視節目名稱。

同學在MBC電視台扮演主播。同學參觀北村韓屋村，認識
當地最古老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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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少年團的宗旨為「認識、關懷、服務」，

為各團員提供多元化的其他學習經歷。

　　本校公益少年團活動以校外服務和團隊訓練為

主，讓學生透過參加並組織不同活動提升公民責任

感和團隊精神。

　　公益少年團團員除了參加各類社區服務外，更

到不同地方進行參觀考察，加深對環保的認識。

公益少年團

到海下灣進行實地考察，
探索多元化的海洋環境。

透過卡牌遊戲學習並推廣禁毒訊息學習基本急救知識和包紮技巧

每年例必到探訪老人院，關顧長者。

積極參與社區清潔項目─國際海岸清潔運動和沙田區清潔海灘活動

參觀T park源區，認識本港最新的轉廢為能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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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旅行

水火箭原理親子教學工作坊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當然顧問 陳光強校長

主席 陳依雯女士

副主席 蔡建良先生 吳玲玲副校長

秘書 林愛華女士 梁健強老師

司庫 陳巧如女士 王彩鳳老師

康樂 劉兆蘭女士 李麗紅主任

公關 丘雁藍女士 陳奕怡老師

總務 潘逸輝先生 唐家碧老師

聯絡 呂衛謙先生 謝瓊恩老師

榮譽顧問
鍾偉良先生、詹松園先生、
湯月媚女士、林麗珠女士、
陳嘉瑩女士

第九屆家教會執委名單2016-17年度家教會活動概覽
2016年9月24日 Playright家長講座

2016年9月28日 Playright親子遊戲實踐活動

2016年9月26日至
2016年9月29日

校服回收活動

2016年10月28日 會員大會 

2016年12月16日 「替自己與孩子的情緒找出口」工作坊

2016年12月24日                             親子賣旗日

2017年1月21日 天水圍綠田園親子旅行

2017年2月18日 親子EQ情緒工作坊 

2017年3月4日 「如何培育子女做情緒的主人」正念家長培訓坊

2017年5月8日至
2017年5月11日

校服回收活動

2017年5月13日 「水火箭原理親子教學」工作坊

2017年5月16日 第23屆「家長也敬師」活動

2017年5月20日 趣味親子寫作講座

2017年6月17日 親子同樂齊共舞

2017年7月6日 謝師宴

親子賣旗活動

親子EQ情緒工作坊

校服回收活動

「家長也敬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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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顧問： 陳光強校長
編輯委員： 吳玲玲副校長、杜藹茵副校長、譚嘉麗主任、譚永成主任、陳光耀主任、李麗紅主任、單淑蘭老師、王慧雅老師、鮑顯慧老師、

陳志成老師、何佩思老師、葉麗容老師、鄧凱而老師、吳家敏老師、袁朝豐助理

　　大家好！我是潘思靜（2D）
及潘思婷（2 E）的爸爸，一轉
眼，我當了家教會委員已兩年
了。這兩年間，我不但認識了一
班家教會的委員包括了陳校長，
吳副校及一班不辭勞苦的老師們
及家長們及了解到學校內外大小
的事務包括學校校服，午膳事宜
等等。大家都好努力地舉辦及積
極參與了不同的家校合作活動，

包括不同形式的工作坊、座談會及親子旅行等等，令各
位同學可以在一個愉快的環境中學習，不斷改進及提升
學校的多方面表現。

潘逸輝先生（總務）

　　大家好，我是2B班何朗晴的媽媽，
丘雁藍。兩年前，雖然在無心插柳
下，加入了家教會，但卻意想不到的
是在這兩年間，令我加深瞭解了很多
學校的日常運作，使我和兒子分享學
校生活時更加容易明白和投入。另
外，認識了很多不同級別的家長，大
家一同參與小息和課外活動的義工工

作，既可互相交流教育子女的經驗，亦可傾談家長共同
關心之議題，獲益匪淺。

　　在此，祈望來年有更多家長能參與家教會的工作，
為孩子締造更美好的學校生活。

丘雁藍女士（公關）

　　參與家教會工作已四個
年頭了，能跟一班志同道合
的家長，籌備各式各樣的活
動，包括親子旅行、家長工
作坊等，讓自己更了解子女
在學校生活之餘，亦為自己

增值。今年更開心的是為家長和小朋友爭取贊助，引入
了「智樂遊戲工作坊」，讓家長和學生們學習和體驗了
「玩」的重要性。

　　不知不覺，Double仔已是小五的學生，而妹妹Luna
也成了路德會梁鉅鏐小學的小一學生。雖然兩兄妹性格
各有不同，但十分開心他們都在這所學校，體驗到愉快
的學校生活。

　　雖然學校功課繁重，對哥哥來說可能會辛苦了一
些，但經過五年的時間，卻無形地訓練了他的自律性。
這裡的老師都很愛護學生。學校功課多，這代表老師的
工作也多。但在沉重的工作下，老師仍能付出愛去關心
每一個小孩子，真的十分難得。有時孩子有些小動作，
不論是班主任與否，老師都會嘗試了解。

　　很感恩能被安排在這所充滿愛的學校就讀。願孩子
們都可享受學習的過程，令學習變得美好。

陳巧如（司庫）

　　不經不覺已經四年時
間，很榮幸過去日子與一
班志同道合的委員一起服
務家長及學生，與學校合作無間。來年亦是委員選舉，
期待新一屆委員充滿活力，繼續努力促進家校的溝通。

陳依雯女士（主席）

　　我很高興能成
為家教會委員，負
責康樂職務，能與
各委員合力籌備活
動而努力，發揮家
校合作精神，實在
感到有意義。期盼
各位家長能積極

支持，參與家教會為大家舉辦的各種活動，希望今年的
活動可以讓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回憶，及與你們的子女一
同分享當中的喜樂。

劉兆蘭女士（康樂）

　　大家好！我是副主席蔡建
良。時光飛逝，我的大兒子已
經是個六年級生，暑假後便要
踏入中學階段，看見他能在梁
鉅鏐小學開心成長，這證明了
我和太太當初的選校決定是正
確的，亦證明了校長及所有老
師都悉心教導每位學生，才有
這成果，所以我在這裏對各位
老師作出最高的敬意！

　　今年是我在家教會服務第6年了，非常感謝主席的帶
領，加上各位家教會委員及各位家長義工們齊心協力，
使本年度的活動順利進行，令各家長及學生都有得着。
「施比受更有福」這是我做人的座右銘，希望大家亦能
領悟及實踐，令人生充滿活力及色彩！

蔡建良先生（副主席）

家長感言

2017年7月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家長教師會

地址：新界
沙田安景街五號　　　　電話：2637 9023（內線119）　　　　E-mail：lpa-pta@hkedcity.net

會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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