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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訊

  本學年（2018/19）是2016至2019學校發展周期中的最後一年，按照三年學校發展計劃所定的關注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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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檢視和反思，我們訂定了本學年的關注事項和學習
主題「多元學習展姿采，正向思維沐心靈」

  就「學與教的持續及深化發展」，我們訂立了兩個學年目標：
1. 優化校本課程，以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為使學生學習更為多元化，我們繼續發展校本STEM教育，參加香港教育大學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劃
計，支援本校常識科STEM的發展。數學科各級亦加入STEM教學活動，效果良好。上學年我們首次舉辦STEM DAYS活
動，本學年繼續舉辦，並優化當中內容，讓學生透過不同的探究學習活動，發現學習的樂趣。此外，我們在電腦科加入
編程教學，又優化課外活動的內容及進行形式，設不同的學習範疇，以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

2. 強化教師專業，提升教學團隊質素
  除了香港教育大學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劃計之外，我們還參加了教育局課程組價值教育學習圈，以協助
本校發展校本生命教育單元課程。又參加教育局資訊科技組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計劃，協助教師資訊科技領域的專業發
展。此外，透過「粵港姊妹學校計劃」，我們與深圳市福田區南園小學締結為姊妹學校，為本校第二所姊妹學校。在復活
節假期期間，本校正副校長及全體中文教師前住該校進行參訪交流，透過觀課及課研活動，互相取長補短，獲益良多。

  就「持續及深化生命教育，推廣正向校園文化」，我們也訂立了兩個學年目標：
1. 持續及深化生命教育

  本校自2013學年開始推行生命教育，校本課程由三年級推展至六年級，課程內容與相關活動對學生成長影響十分正
面。因此，本學年我們除了更新三至六年級課程內容及延長教學時間之外，更將課程推展至二年級。此外，又增加以生
命教育為主題的學習活動，如：愛苗圃─校園園圃種植、話劇欣賞等。

2. 提升正向和諧校園氣氛
  我們安排了校本訓輔活動，如：「成長伴同行」、「清潔操場」等，培養學生責任感和尊重他人的態度。此外，以「多
元學習展姿采，正向思維沐心靈」為本年度學習主題，營造正向校園氛圍。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三年學校發展周期（2016至2019）即將完結。回望過去，路德會梁鉅鏐小學教職員團隊努力不
懈，落實發展計劃的各項內容，我們亦樂見學生透過參與不同計劃和活動，不斷茁壯成長。展望新一個三年發展周期（2019
至2022），本校教職員團隊定必會繼續本著校訓「上帝就是愛」的精神，竭盡所能，為我們的孩子提供優質的基督教教育。

的話

  大家好，我是吳嘉欣老師，主要
任教中文和常識，今年有幸能擔任3C
班的班主任，可愛活潑的3C 同學令我
每日的生活都添上笑聲。我很喜歡梁

鉅鏐小學的同學，因為每次在走廊或操

場上走過，看見同學的臉上總是帶着純真的笑容，讓我

感到很舒服。

  我與很多同學一樣都喜歡讀書，但是我也不忘遊
戲，讓自己放鬆一下，所以「不用每分鐘都在學習，但

在學習中的每分鐘都要有所收穫。」是我讀書時的座右

銘。我享受學習新知識的過程，希望來年繼續可以和同

學們一齊學習和進步，接受新的挑戰。

  「教養孩童，使他走
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

也不偏離。（箴言22：
6）」是我的座右銘，相
信也是每位家長和教師努

力的方向。在梁鉅鏐小學

工作快一年了，當中充滿挑戰，也充滿歡

樂。深信每個孩子在天父眼中都是寶貴而獨

特的，盼望同學們學會欣賞自己，欣賞別

人，並常存一顆感恩的心，善用天父所賦予

你們的恩賜與才幹，多作造就人的事。

  大家好！我是楊慧成老師，是2A班的班主任，主教中文。我感到
十分榮幸能加入梁鉅鏐小學這個大家庭。起初，我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

進入這校園，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一張張臉孔由陌生變成熟悉的，

也慢慢開始融入這校園的生活。有時亦會自問反思，良好的師生關係如

何建立？師生之情又何在？但漸漸發覺只要每天用心感受，學生們天真簡單的笑容

就如新陽般溫暖，照亮着整個校園，彼此的關係便慢慢建立，相信答案就是如此簡

單。在此，祝每位同學在今年有一個愉快的校園生活。

  「破曉春泥朝雨露，莘莘學子綠如茵。
   師生莫問情何在，眼看新陽笑靨真。」

大家好，我是葉廣麗老師，是4C班班主任。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韓愈。意思是在學習的道路上，沒有

捷徑可走，也沒有順風船可駛，唯有勤奮、刻苦才可助我追求更廣闊的知識。的確，

在無盡的知識海洋中、在充滿驚與喜的成長路上，我們會遇上困難或感氣餒的時間，

唯有努力、堅持，才可得著更多。深願我能陪伴學生一同經歷，為他們沿路打氣，更

希望達到「教學相長」，師生間彼此都能發掘屬於自己的成長經歷，締造難忘且值得

歡呼的回憶。

  如上文提及「學海無涯」，既然「無盡」，我亦樂於嘗試和互相分享，故此有不同的興趣和服
侍，盼能豐富生命。在餘暇時，我會於教會中帶領少年人進行各項成長活動，與他們面對人生各階

段。我除了熱愛教育和中文科之外，亦是《和鈴》手鈴隊的客席成員，參與不同的手鈴演奏會和音

樂服侍。有機會的話，我也希望向學生介紹這充滿團隊合作性的音樂！如果下次看見我們演出，不

妨來支持我們呢！

  最後，我期望仍可不斷提昇自己，並持守對生命教育的熱誠，當一個好老師，在言行、知識上
薪火相傳，做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好使學生逐漸成為能為主發光的棟樑。

校址：新界沙田安景街五號  電話：2637 9023  傳真：2649 4379  網址：lkklps. edu. hk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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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境內活動
  —「本地歷史及文化考察團」

  本年度的教育參觀活動，以「本地歷史及文化考察團」為主題，安排各級參觀本地
具中國歷史、文化的展館及博物館，以能提升學生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興趣和認識。

二年級參觀
「三棟屋博物館」

三年級參觀「稻香飲食文化博物館」

四年級參觀
「香港歷史博物館」

五年級參觀「孫中山紀念館」

五、六年級參觀「屏山鄧族文物館」

中華文化學習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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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參觀
「三棟屋博物館」

境外學習 
「中華文化之旅」

  為讓學生獲得不同的學習經歷，加深他們對
國家歷史及文化等方面的認識，本校於本學年舉
辦了為期兩天的「中山及東莞歷史文化之旅」。
學生透過各種參觀活動及體驗，不但對國父孫中
山先生的生平事蹟，以及林則徐銷煙的歷史事件
有了深入了解，還對中山及東莞兩地的社會面貌
及文化有了初步的認識，獲益良多。

地道美食

虎門海戰博物館

袁崇煥公園

虎門威遠炮台

6A黃小懿

參觀海戰博物館後，令我了
解到鴉片的禍害和它對當時
中國社會的影響。

【感想與反思】
6A莫青霖
這次旅程，不但讓我學會照顧自己，也使我
更認識國父孫中山先生和明朝大將袁崇煥的
生平事蹟和成就，令我獲益良多。

虎門林則徐紀念館及銷煙池

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5A陳芯榆

這次旅程，不但讓我認識鴉片戰
爭的歷史和它對後世的影響，還
讓我看到不少歷史文物呢！

—東莞及中山團

孫中山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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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大賽

1C梁睿希（孔融）

2C何詠濤（秦皇嬴政）       

2C黃嘉言（花木蘭）

  為推廣閱讀文化，提升學生
對閱讀的興趣，本校中文科於3
月2 7日舉行「故事人物扮演大
賽」。參賽者於比賽當天扮演一
個自己心目中最喜愛的故事人
物，並作人物介紹及書籍推介。

1E江浚亨（美國隊長）

2E凌焯朗（皮諾丘）

    中國雜技是歷史悠久的傳統表
演藝術之一。中國雜技節目雖然名
目繁多，但從其表現手法來分，不
外乎“耍、變、練”三種。其中
“耍”是演員利用道具來進行千姿
百態的技巧表演。如耍流星、轉瓷
碟、扔球、扯鈴等。

表演者示範不同的雜耍用品，
同學們都看得津津有味。

同學們十分踴躍上台上試玩。     

表演者指導同學怎樣玩扯鈴，
同學們都很用心學習。

匯演中國雜耍

故事人物 校 內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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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棋起源於中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棋類運動之
一，距今已二千多年。圍棋的規則簡潔而優雅，但玩法
卻千變萬化，想精通便需要大量的練習與鑽研。下圍棋
可以開發智力，啟迪心靈，讓兒童學會不怕失敗，能增
強其抗逆力。

同學們先專心聆聽導師講解下子技巧及致勝的方法，然後透過與同伴對奕，鞏固所學。

同學們聚精貫神地下棋。

中國象棋興趣班
  象棋是中國大陸、台灣、越南等地區所
流行的傳統的2人對弈棋類遊戲。與國際象
棋及圍棋並列世界三大棋類之一。中國象棋

是益智型邏輯思考遊戲，能培養專注力、判

斷力、邏輯推理、立體思考及解決問題等能

力，有助學習與個人成長。

中國圍棋興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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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藝科為提升學生對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的興趣，讓學生能欣賞及承傳中華民族的卓越精神
與文明，本年度特為小三及小四同學開設了「繩結班」，為小五及小六同學開設了「剪紙班」。

  學生在課程中認識中國繩結的歷史，亦會學習繩結的基本結法。學生
在課堂中學會不同的繩結技法：萬字結、如意結、网結、套環結、流蘇、
三股辮法、四股辮法及單向平結法。導師在課堂中悉心教導，學生十分投
入，認真地學習。就不單在課堂中認識了中國文化的傳統，還大大增加他
們對中國文化的興趣。繩結班

導師悉心指導！ 我的手繩漂亮嗎？

我們的菠蘿結！
我的作品十分出色！

萬字結
萬字結 吉祥結 吉祥結

  學生在課程中認識中國剪紙
的歷史，亦學會剪紙的不同技
法。學生在是項課程中，透過導
師的悉心教導，學生學會剪出有
趣的動物如兔子、熊貓、老虎、
猴子及醒獅等。學生亦學會剪出
具中國特色的文字、花卉、圖
案、花瓶及屏風等。學生成功地
剪出有趣的圖像及精妙的圖案，
甚感自豪。這課程不但大大加深
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亦提升
學生對中國文化藝術的興趣。

具濃厚中國特色的花瓶及屏風!

學生十分專注！    學生在剪紙班表現得十分開心及
興奮！   學生感到十分自豪!

巧緻的中國字及圖案

這些動物有趣嗎？

學生的作品

學生的作品:

課堂花絮

課堂花絮:

學生十分投入！

5D冀君怡5A張文鍵6C黃子萌6C黃子萌6C黃子萌

6C黃子萌

5D 黎詠儀5D 黃逸天

5D 黃逸天

5A 曾巧妍

5A 梁嘉恩5D 冀君怡5D 冀君怡 5B 馬曉雯

5D黃逸天 5B馬曉雯5A曾巧妍5D 冀君怡5A張文鍵

3A 梅卓爾

4E曾沛盈

4B 郭衍言

4B 金上哲

3A 朱子芊4E劉芷晴3C 梁毅晴
3B 霍依澄 3A朱子芊

雙錢結
3C梁毅晴

單向平結

流蘇

鳳尾結

鳳尾結 三股辮法

紙班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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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鼓
  鼓是一種敲擊樂器，在古代是一種通訊工具，中國古代軍隊也用以發號施令。
鼓的演奏一般是用手敲擊鼓面，或是用一、兩根鼓棒敲擊。

  學校本年度在星期五的課外活動和課後興趣班也有開辦中國鼓班，學生可透過
中國鼓班認識中國樂器及其敲擊的方法，也可提升對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了解。

同學打鼓的姿勢多威風呀！

指揮很神氣呢! 

粵劇工作坊
《小不點學粵劇》

  透過是次工作坊，學生對中華文化（粵
劇）的認識提升了，例如：「蘭花手」的技
巧、粵劇的基本化妝及服飾、「工尺」譜、
「平喉」及「子喉」之分等。

同學很快學會「工尺」譜。

同學的粵劇造手好看嗎？ 誰的「蘭花手」 最好看？

同學很專心聽導
師講解粵劇知識

。

同學很用心學習打鼓。

鼓樂 班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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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組別 組別 學生姓名及班別 獎項

第 7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獨誦比賽

4A葉正宏 亞軍

3C謝永成 4A辜思睿 季軍

38人 優良

15人 良好

普通話獨誦比賽

2A楊泳晞 亞軍

1B李雅葶 2C蘆奕辰 季軍

45人 優良

10人 良好

英語獨誦比賽

6D陳詩逸 冠軍

2C梁芊悅 3A張天愉 6B譚仰容 
6C李殷同 6C藍逸瞳 季軍

37人 優良

9人 良好

中詩集誦比賽 小一小二 冠軍

英詩集誦比賽 P.2-P.3 季軍

普通話集誦比賽 小一小二 優良

「精英之星」
全港朗誦大賽

普通話獨誦中小組
3E 陳樂宜 冠軍

3A秦安瑤 亞軍

第十二屆全港學生公開朗
誦比賽（粵語新詩）

小學組
P3-P4 3C 謝永成 季軍

朗誦比賽

第十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沙
田區）

團體賽

5A 羅之佟 5A 張文鍵 優異獎
6A 馬正清 6A 賴頌錡 6A 陳奕希 
6A 黃小懿 6A 李柏霖 6A 林晉鈿 銀獎

6A 楊濼曦 6A 蘇紫瑜 6A 鄧啟塑 銅獎

數學急轉彎
6A 馬正清 6A 賴頌錡 6A 陳奕希 冠軍
6A 黃小懿 6A 李柏霖 6A 林晉鈿 殿軍

數學智多星 6A 林晉鈿 季軍
團體總成績 6A 馬正清 6A 賴頌錡 6A 陳奕希 全場亞軍

2019港澳盃初賽

小學二年級 2E周煥峰 銀獎

小學三年級
3A 朱子芊 3A 張寧心 銀獎
3A 倪刃悅 銅獎

小學四年級

4C 何柏橋 金獎
4A 林永濠 4A 辜思睿 4A 鄒鈺成 
4A 鄭凱睿 銀獎

4A 余芷瑤 4A 顏君豪 4A 陳睿男 
4D 陳 睿 4D 婁浩翔 銅獎

小學五年級

5A 張文鍵 金獎
5A 易雅婷 5A 羅仲祺 銀獎
5A 曾子航 5E 梁紫晴 5E 袁伽溢 
5E 胡家榆 銅獎

小學六年級

6A 陳奕希 金獎
6A 楊濼曦 6A 林晉鈿 6B 文希朗 
6A 李柏霖 6A 黃小懿 6A 馬正清 銀獎

6A 賴頌錡 6A 馮朗賢 6D 袁嘉朗 
6B 劉子源 6A 鄧啟塑 銅獎

2018大雄數學邀請賽 小六組
6A 馬正清 6A 李柏霖 銀獎
6A 鄧啟塑 銅獎
6A 彭澤羲 6A 賴頌錡 優異獎

2018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
賽

小學三年級

3A 朱子芊 一等獎
3A 譚有恆 3A 何靖揚 二等獎
3A 倪刃悅 3A 譚有然 3A 曾子恩 
3A 秦安瑤 3A 張寧心 3E 關奕熹
3E 吳澤堯

三等獎

小學四年級

4A 顏君豪 一等獎
4A 鄒鈺成 4A 林永濠 4A 辜思睿 
4C 何柏橋 二等獎

4A 陳睿男 4A 余芷瑤 4D 陳睿 三等獎

小學五年級
5A 羅之佟 5A 張文鍵 一等獎
5A曾子航 5A羅仲祺 5E袁伽溢 
5E梁紫晴 5E胡家榆 三等獎

小學六年級

6A 陳奕希 6A 黃小懿 一等獎
6A 楊濼曦 6A 林晉鈿 6A 鄧啟塑 
6A 馬正清 6A 彭澤羲 6A 李柏霖
6B 文希朗

二等獎

6A 蘇紫瑜 6B 劉子源 6D 袁嘉朗 三等獎

2018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進
階賽

小學四年級 4A 林永濠 一等獎

小學六年級
6A 陳奕希 6A 鄧啟塑 特等獎
6A 林晉鈿 二等獎
6A 彭澤羲 三等獎

2019港澳盃晉級賽
小三組

3A 朱子芊 銀獎
3A 張寧心 銅獎

小四組 4D 陳 睿 4A 林永濠 4D婁浩翔 銅獎
小六組 6A 陳奕希 6A 林晉鈿 6A 鄧啟塑 銀獎

2019華夏盃初賽

小學二年級 2E 羅博文 三等獎

小學三年級
3A 張寧心 3A 朱子芊 3A 何靖揚 二等獎
3A 倪刃悅 三等獎

小學四年級
4C 何柏橋 一等獎
4A 辜思睿 二等獎

小學五年級
5A 羅之佟 5A 易雅婷 5A 張文鍵 一等獎
5A 曾子航 5A 羅仲祺 二等獎
5E 梁紫晴 5A 李雨璇 三等獎

小學六年級

6A 陳奕希 6A 馬正清 6D 袁嘉朗 一等獎
6A 黃小懿 6A 鄧啟塑 6B 文希朗 
6A 林晉鈿 6A 彭澤羲 二等獎

6A 楊濼曦 6A 蘇紫瑜 6B 劉子源 三等獎

2019華夏盃晉級賽

小學三年級 3A 張寧心 3A 朱子芊 二等獎
小學四年級 4A 辜思睿 二等獎

小學五年級
5A 易雅婷 二等獎
5A 曾子航 三等獎

小學六年級

6A 陳奕希 特等獎
6A 鄧啟塑 一等獎
6A 彭澤羲 6B 文希朗 6A 林晉鈿 二等獎
6B 劉子源 三等獎

2019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計算競賽
6A 陳奕希 二等獎
6A 林晉鈿 6A 馬正清 6A 彭澤羲
6A 李柏霖 三等獎

數學競賽
6A 陳奕希 二等獎
6A 馬正清 6A 李柏霖 三等獎

總成績
6A 陳奕希 二等獎
6A 馬正清 6A 李柏霖 6A 林晉鈿 三等獎

2018-2019香港小學數學
滿貫盃決賽

六年級個人組 6A 林晉鈿 季軍

第十五屆小學校際數學遊戲暨
「STEM」常識問答挑戰賽

初賽
小學組

6A 馬正清 6A 陳奕希 6A 蘇紫瑜 
6A 楊濼曦 6A 林晉鈿 6A 黃小懿
5A 張文鍵 6A 劉瑋淇 6A 莫青霖 
6B 鄭睿恒

首十名最佳成
績

第十五屆小學校際數學遊戲暨
「STEM」常識問答挑戰賽

決賽

個人賽
6A 陳奕希 一等獎
6A 蘇紫瑜 二等獎

團體賽
6A 陳奕希 6A 蘇紫瑜 6A 馬正清 
6A 楊濼曦 一等獎

全場總成績
6A 陳奕希 6A 蘇紫瑜 6A 馬正清 
6A 楊濼曦 全場總冠軍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決賽

小六組個人賽 6A 陳奕希 首六十名

小六組團體賽
6A 陳奕希 6A 林晉鈿 6A 馬正清 
6A 鄧啟塑 首六十名

全港數學挑戰賽 2019 小四組個人賽 4A 辜思睿 季軍

香港數學盃 2019全港綜合數學
能力競賽

小四組個人賽 4A 林永濠 優異獎
小五組個人賽 5A 張文鍵 5A 羅之佟 優異獎
小六組個人賽 6A 彭澤羲 優異獎
小四組團體賽 4A 辜思睿 4A 顏君豪 4A 林永濠 優異獎
小五組團體賽 5A 張文鍵 5A 羅之佟 5E 梁紫晴 優異獎

數學思維大激鬥 2019

小三組個人賽
3A 朱子芊 銀獎
3A 譚有恆 銅獎

小四組個人賽
4A 顏君豪 金獎
4A 林永濠 銀獎

小五組個人賽
5A 張文鍵 5A 羅之佟 金獎
5E 梁紫晴 銀獎

小六組個人賽
6A 馬正清 銀獎
6A 林晉鈿 銅獎

第 30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2019 個人賽
6A 鄧啟塑 二等獎
6A 李柏霖 三等獎

比賽項目 組別 學生姓名及班別 獎項

第七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 2018（環保袋設計） ----

陳心喬 (2A) 銅獎

施啟樂 (1C) 銀獎

梁心怡 (3D) 金獎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 ----
陳心喬 (2A) 美術一等

施啟樂 (1C) 美術二等

第七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18
 西畫 小童組

梁心怡 (3D) 銀獎

施啟樂 (1C) 銅獎

「家居衛生」填色比賽 ---- 黃子萌 (6C) 優異獎

Draw My Watch
錶面設計比賽 2018 ---- 施啟樂 (1C)

陳心喬 (2A) 銅獎

亞洲藝粹繪畫比賽童畫世界繪畫比賽
2019年曆卡 ---- 郭曉瑩 (3A) 殿軍

「海洋的新衣」T恤圖案設計比賽 2018 初小組 杜 安 (1B) 冠軍

「海洋的新衣」T恤圖案設計比賽 2018 高小組 黃小懿 (6A) 優異

第十屆 ICEHK2019「夢想 .家」國際繪畫比賽 ----
鮑正熙 (1E) 李灌霖 (2B)
施盈子馨 (3D) 鄒朗晴 (3E)
劉鑾埇 (5A)

二等獎

視覺藝術科

比賽項目 組別 學生姓名及班別 獎項

惜水學堂—節約用水教學計劃
小學六年級 6B 譚仰容 6A 黃智樂

節約用水智叻星
小學五年級 5C 王鞏茹

常識科

比賽項目 組別 學生姓名及班別 獎項

2018-2019香港小學數學
滿貫盃初賽

小學三年級
3A朱子芊 銀獎
3A梅卓爾 3B蔡傲政 銅獎
3A 戴俊希 3A譚有恆 銅獎

小學四年級
4A辜思睿 4A顏君豪 金獎
4A林永濠 4A譚凱丰 銀獎
4A余芷瑤 4D陳睿  4A陳睿男 銅獎

小學五年級
5E 袁伽溢 5A 張文鍵 5E 梁紫晴 
5A 羅之佟 銀獎

5A 梁韶德 5A 曾子航 銅獎

小學六年級

6A 陳奕希 金獎
6B 文希朗 6A 林晉鈿 6A 馬正清 
6A 彭澤羲 6A 鄧啟塑 6A 賴頌錡 銀獎

6A 李栢霖 6D 袁嘉朗 6A 黃小懿 
6A 嚴家慧 6A 蘇紫瑜 銅獎

2018-19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初賽

小四個人賽
4A 顏君豪 銀獎
4A 林永濠 4A 譚凱丰 銅獎
4A 余芷瑤 4A 鄒鈺成 4C 何柏橋 優異獎

小四團體賽 4A 顏君豪 4A 林永濠 4A 譚凱丰 
4A 陳睿男 優異獎

小五個人賽
5A 曾子航 銅獎
5A 羅之佟 優異獎

小六個人賽
6A 陳奕希 6B 文希朗 金獎
6A 林晉鈿 6A 馬正清 6A 黃小懿 銀獎
6A 鄧啟塑 6A 彭澤羲 優異獎

小六團體賽 6A 陳奕希 6A 林晉鈿 6A 馬正清 
6A 鄧啟塑 第五名

2018-19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小學六年級

6A 嚴家慧 一等獎
6A 李柏霖 6A 林晉鈿 6B 文希朗 
6A 嚴家秀 二等獎

6A 馮朗賢 6D 袁嘉朗 6B 劉子源 
6A 賴頌錡 三等獎

第二十六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
匹克比賽

小二組 2E 周煥峰 銅獎
小四組 4A 辜思睿 4D 婁浩翔 銀獎
小六組 6A 彭澤羲 銅獎

數學科

2018-2019年度

校外獲獎名單
1

8



STEM小組
比賽項目 組別 學生姓名及班別 獎項

第二屆 STEM香港小學
生大獎賽

----

3A梅卓爾 裝置工程藝
術獎

3C嚴靖峯
5A楊家祺

傑 出 STEM
設計獎

5A楊家祺 殿軍
4A辜思睿 亞軍
3C嚴靖峯 3E單千恒 4A陳俊橋 
4A辜思睿 4A何朗晴 4A顏君豪
4A鄭凱睿 4E李信瑤 5A楊家祺 
5C李正謙

優異獎

Smart:Bit Car製作大賽 ---- 6D葉承峰 6D周正浩 6D曾梓竣 優異獎
第九屆黃埔挑戰賽
 – 學是辨非精英賽 4E 潘思婷 4E曾沛盈 優異獎

STEM創意解難挑戰賽

小組賽 6C李殷同 6D袁嘉朗 6D葉承峰 冠軍

小組賽
5A劉鑾埇 5A張文鍵 6C陳毅聲 
6E張一馳 亞軍

校際賽
6C李殷同 6D袁嘉朗 6D葉承峰 
5A劉鑾埇 5A張文鍵 6C陳毅聲
6E張一馳

冠軍

2019全港迷你四驅車
解難合作賽

---- 4C梁 晉 5A楊家祺 6D葉承峰 
6E舒進傑 優異獎

小學 STEM技能挑戰賽 ----
4A陳睿男 4A顏君豪 5E袁伽溢 
6E張一馳 鑽石獎

4E曾沛盈 5C鍾凱晴 6D黃蕊彤 銅獎
奧海城 × Tamiya田宮
足球越野車大對決

---- 6D陳皓龍 6D曾梓竣 6D葉承峰 冠軍

2019香港小學科學
奧林匹克

----

5A羅之佟 6A張鉦朗 6A鄧啟塑 
6A周瑜晞 金獎

5A羅芷翹 5C林卓言 5E袁伽溢 
6A李柏霖 6A林晉鈿 6B陳展駿 
6D曾梓竣

銀獎

---- 5A張文鍵 5B唐椲焙 6A 黃小懿 
6D梁梓茵 銅獎

Bebras國際運算思維
挑戰賽

----

5A許傑銘 5D蘇子燿 6A陳嘉喬 
6A陳奕希 6A張鉦朗 6A鍾 懿
6A馮朗賢 6A黃俊宇 6A馬正清 
6D陳天嵐 6D鄭愷諾 6D張凱晴
6D嚴靖嵐 6D林珈璐 6D林柏然 
6D梁梓茵 6D梁梓勤 6D彭依睿
6D曾梓竣 6D黃蕊彤 6D胡鈞誠

頭 10%全港
最佳成績

----
5A王斯玄 6A周瑜晞 6A鄧啟塑 
6A歐陽震峰  6D陳詩逸 6D羅皓晴 
6D徐琬淇 6D葉承峰

頭 20%全港
最佳成績

---- 5C劉晞彤 5D鍾澤熙 6C陳泳霖 
6D雷日朗

頭 30%全港
最佳成績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2018 - 19 年度金章校外

評審
---- 5A許傑銘 6A馬正清 6A鄧啟塑 金章

比賽項目 組別 學生姓名及班別 獎項
舞蹈世界盃 2019(香港區資格賽 ) 群舞 2E梁樂心 金獎

第十九屆標準舞及拉丁舞計分賽
2018 U10 Samba Champion Group 4E葉翹 亞軍

26 th IDTA Cup International Open 
Championships Juvenile & Youth Solo Samba 4E葉翹 冠軍

元朗區體育節 2018全港體育舞蹈
公開賽 SDM及現代農場盃

Juvenile & Youth Solo Samba 4E葉翹 冠軍

Juvenile & Youth 同步 Rumba 4E葉翹 冠軍

2018第十五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芭
蕾舞群舞

小學一 /二年級組 2A陳心喬 亞軍

2018 ISI Skate Hong Kong
Team Production

5D劉宇晴 ChampionSolo
Freestyle

Skate Asia 2018 Team Production 5D劉宇晴 Champion
沙田區校際田徑比賽（100米） 女子乙組 5C鍾凱晴 亞軍

第二十一屆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2018-2019

女子甲組 4x100米
5C鍾凱晴

冠軍

女子甲組 100米 第八名

飛達新星田徑聯賽 2019-第二站 女子 2007年組 -100米 5C鍾凱晴 季軍

飛達新星田徑聯賽 2019-第二站 男子 2010年組 -800米 3D區鎰承 冠軍

第九屆亞洲區學界跆拳道暨色帶邀
請賽

6-7歲 -女子學界兒童色帶套拳 1E羅羲頤 亞軍

香港長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2018-2019

10歲組 -200米四式

5A陳芯榆

亞軍

10歲組 -200米自由式
季軍10歲組 -100米自由式

10歲組 -100米背泳
香港長池分齡游泳賽（第二組） 11-12歲組 -200米蛙泳 5A陳芯榆 季軍

2018袋鼠盃舞蹈比賽

群舞 -爵士舞
5A陳芯榆

銀獎

雙人舞 -爵士舞 銅獎

Freestyle
2E梁樂心

金獎

Troup 金獎

心誠盃香港青少年室外射箭分齡賽
(2019) 男子複合弓丁組 5C林卓言 殿軍

星箭會射箭邀請賽 男子複合弓兒童組 5C林卓言 亞軍

心誠盃香港青少年室外射箭分齡賽
(2019) 男子複合弓丁組 4D林卓康 季軍

星箭會射箭邀請賽 男子複合弓兒童組 4D林卓康 冠軍

2018年香港青少年室內射箭淘汰賽
（排位賽）

男子複合弓丙丁混合賽 4D林卓康 第八名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比賽 2008組 5E袁伽溢 冠軍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比賽 2007組 6D袁嘉朗 冠軍

二零一九年屯門區
第三十三屆舞蹈大賽

少年組西方舞

4A余芷瑤 4A潘思靜 4B吳紫妍 
4C譚珮彤 4C楊穎熙 4C胡芷懿
4D詹家熙 4D程冠琳 4E潘思婷 
4E曾沛盈 5A張芯熒 5C劉晞彤
5E梁紫晴 5E曾芍熹 6A楊濼曦 
6B譚仰容 6D嚴靖嵐 6D黃蕊彤
6E楊仁佳

銀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西方舞

4A余芷瑤 4A潘思靜 4B吳紫妍 
4C譚珮彤 4C楊穎熙 4C胡芷懿
4D詹家熙 4D程冠琳 4E潘思婷 
4E曾沛盈 5A張芯熒 5C劉晞彤
5E梁紫晴 5E曾芍熹 6A楊濼曦 
6B譚仰容 6D嚴靖嵐 6D黃蕊彤
6E楊仁佳

甲級獎

無限盃跳繩比賽

男子初級組 -30秒單車步 2A蕭暟靖 第 2名
女子高級組 -30秒雙腳前跳 4A黃爾淳 第 2名
女子初級組 -30秒雙腳後跳 1D林心悅 第 2名
女子初級組 -30秒雙腳後跳 2C梁芊悅 第 3名
女子高級組 -30秒雙腳後跳 6B鄭悅文 第 3名
男子初級組 -30秒雙腳後跳 2A蕭暟靖 第 3名
女子初級組 -30秒單腳跳 1D劉子澄 第 1名
女子初級組 -30秒交叉繩開合跳 1D劉子澄 第 1名

2018-2019沙田區
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乙組 -50米背泳
5A 陳芯榆 亞軍

女子乙組 -100米自由泳

2018-2019沙田區
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乙組團體 5A 陳芯榆
優異獎女子甲組 -50米蛙泳 6A 劉瑋淇

女子甲組 -50米蝶泳 6A 吳煒羚

體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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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中文

6A 黃小懿 6A 嚴家秀 6A 嚴家慧 
6A 李柏霖 6A 楊濼曦 6A 吳綺喬 
6A 周瑜晞 6A 馬正清

優異獎

6A 蘇紫瑜 6B 譚仰容 6B 劉廣琛 
6D林珈璐 6D 梁梓茵 6D 黃蕊彤 良好獎

小五中文
5A 朱子謙 5B 杜鍵朗 5B 梁凱齊
5B 林毅豐 5C 陳嘉欣 優異獎

5A 張芯熒 5A 梁嘉恩 5A 王斯玄 
5A 余樂潼 5B 莊蓮蓮 5B 曾曉悠 
5D 符善羚 5D 鍾澤熙 5E 莊嘉文 
5E 鄭姿臨 5E 袁伽溢 5E 梁紫晴

良好獎

全港中小學生中文作文大賽
（香港經濟日報及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小五組 5B 馬曉雯  季軍

小四組 4A 施嘉祺 季軍

中文狀元挑戰計劃（第一期） 高級組 6A 彭澤羲   中文狀元

中文科

比賽項目 組別 學生姓名及班別 獎項

第 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

4A温晟恩 冠軍

2C滕子萱 4A何朗晴
4A李芮晴 亞軍

4A施嘉祺 4A蔡大海
6A賴頌錡 季軍

27人 優良

9人 良好

直笛小組

6B李采兒    6B李澤華
6B譚仰容    6B曾烯瑜
6B曾湘瑩    6C鄒雅晴
6C呂誠康    6C黃子萌 
6E蔣偉謙

季軍

直笛獨奏
1人 優良

1人 良好

直笛二重奏
2組 優良

1組 良好

合唱 1組 優良

小提琴 1人 良好

琵琶 1人 優良

長笛 1人 優良

箏 1人 良好

二胡 1人 良好

2019香港國際文藝交流音樂節 鋼琴 2C滕子萱 冠軍

第七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
藝術節 2018

鋼琴
（約翰湯姆遜）

4D張凱琪 冠軍

2019菁藝盃音樂大賽 鋼琴 P.1-2 2A陳心喬 季軍

第七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
藝術節 2018

鋼琴
（巴哈）

4D張凱琪 銀獎

第七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
藝術節 2018

鋼琴
（巴哈）

6D張凱晴 銀獎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 2018 鋼琴 1E沈欣悅 銅獎

第七屆校園精英盃 鋼琴 3A郭曉瑩 優異

音樂科

比賽項目 組別 學生姓名及班別 獎項
香港路德會朱保慈博士文字創作獎學
金徵文比賽

小學中文組 5E梁紫晴 第一名

聖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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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雙周」

戲劇導師與學員合照

  為了
讓學生

在輕鬆
、愉快

的氛圍
下，認

識中國
文化

及學習
語文知

識，中
文組於

2019年1月21日至
2月1日

期間訂
定為「

中華文
化雙周

」。當
中活動

包羅萬
有，除

了設有
攤位遊

戲和主
題展板

外，還
邀請民

間工藝
師傅即

席表演
糖畫、

彩虹書
法、織

草蜢和
製作龍

鬚糖。
此外，

中文組
又舉行

了「動
畫配音

比賽」
、「猜

燈謎活
動」，

以及播
放《弟

子規》
動畫和

兒歌。
學生踴

躍參加
各項活

動，表
現非常

投入。

中華文化雙週

  為了讓學生體
會中華文化

，加深對文
言

篇章的認識
，以及提升

他們的公眾
演說能

力，本校成
功申請由田

家炳基金會
贊助之

「活現文言
篇章‧擁抱

中華文化」
計劃。

此計劃由7A班戲劇組專業
戲劇導師帶

領，

在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期間，為20位

五、六年級
學生進行「

說書技巧」
培訓工作

坊。工作坊
完結後，學

生成為「學
生文言大

使」，並於
禮堂演出成

語故事，與
同學分享

其學習成果。

  「活現文言篇章‧擁抱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攤位

糖畫先生即席獻技，以同學的
英文名字或喜愛的卡通人物製
作糖畫，同學們甜在心頭。

攤位遊戲多樣化，有吉祥語配對、看圖猜
成語、揮春對對碰、拼字樂等等，同學們
積極參與，全場一片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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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大使演譯「螳螂捕蟬」的故事 文言大使演譯「刻舟求劍」的故事
文言大使演譯「鄭人買履」的故事

  「活現文言篇章‧擁抱中華文化」

 動畫配音比賽

彩虹書法家即席揮毫，
以吉祥語為同學送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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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2018年12月11日至13日到訪內地姊妹學校廣州大元帥府小學進行
三日兩夜的交流。其間，我校師生參與大元帥府小學的大課間及語文課，也欣
賞了該校學生的文藝表演。本校代表除了向內地學生推廣巧固球外，還與該校
師生進行了羽毛球友誼賽。此外，本校師生還參觀了大元帥府、南越王宮博物
館、廣州省立圖書館、華僑博物館及廣州塔。

大元帥府小學學生表演於區際文藝比賽中獲獎作品。

—到訪廣州大元帥府小學

陳校長代表本校贈送紀
念品予大元帥府小學。

兩校學生交換紀念品。 兩校師生代表合照。
本校學生代表參加大元
帥府小學的語文課。

姊妹學校交流

本校師生細心欣賞大元帥小學學生的文藝表現

本校師生代表與大元帥府小學部份行政人員及文藝表演學生合照。

廣州大元帥府小學 謝校長贈予本校由該校學生所做的宮燈。

本校學生代表參加大元帥府小學的大課間，玩了

「大風吹」、「粥、竹、捉」遊戲及跳兔子舞。

本校學生參加大元帥府小學的大課間及語文課

本校6E學生楊仁佳及其家長親繪水
墨畫贈予大元帥府小學作紀念。

兩校互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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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師生代表於大元帥府前留影。 本校師生參觀華僑博物館。 本校師生參觀廣州塔。 本校師生參觀南越王宮博物館。

  在南越王宮博

物館內，我認識
到

古代人的智慧，因
為那時已有很先

進的建設，如水溝
、水井和濾水井

等，而古代的庭園
已十分豪華。

  在品德
課時，內地姊妹的同學把「那達」放在我的脖子上，然後對我說了一句藏語，真有趣呢！

  我十分欣賞內地
小

朋友的中文字
體，因為十分

工整和漂亮。

     在廣東
華僑博物館

裏，導遊給我們詳盡講
解，令我聽得津津有味，
還得知當年生活在外國的
中國人是那麼艱苦。

我們到課室和內地學生一起上中文課，他們很積極回答問題，是我的好榜樣。我們教他們巧固球，他們教我們唱咸水歌，我們相處得很愉快。

  內地學生上課
時十分投

入、專心，回
答老師的提問

更

是快而準。我
十分欣賞他們

的

學習態度和自律
精神。

  我們教導內地姊妹學校的學生打巧固球，他們的學習能力很強，不足一小時，已能掌握打巧固球的基本規則。

  我們頂着北風踏入校
園，校內

的學生筆直地站在
操場上迎接我

們，他們十分熱情
，還會主動和我

們聊天。

5B 馬曉雯

6C呂誠康

6E周進杰6E 楊仁佳

6A嚴家秀

6C袁樂天

5A 朱子謙
5A梁嘉恩

本校學生遊覽廣州市名勝

感想：學生

本校鄭心柔老師向大元帥府小
學

學生講解打巧固球的技巧。
本校梁健強主任及鄭心柔老師披

甲參加兩校師生羽毛球友誼賽。 兩校師生代表於羽毛球賽後合照
留念。

兩校進行巧固球課堂及羽毛球友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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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眾植 種植場啟動禮

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
支援計劃（常識科）

本年度常識科以三年級為重點，參加教育大學「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
支援計劃」。透過跨校觀課和評課活動，提升老師的專業能力。

三年級常識科任與教

大導師進行共備會議

我校的分享題目是《生物
需要什麼》，三年級同學
透過參與種植小白菜和觀
察小白菜的生長，認識植
物生長的條件。

在12月13日，3A班進行公
開觀課活動。同學們利用
Padlet分享自習資料，經
過匯報後，再選出適合在
校園裏栽種的植物。這次
教學計劃，除培養學生的
自習和STEM能力外，更
能讓學生把學習成果融入
在日常生活中。

當天各班的學生熱情地為嘉賓介紹本校種植場的情況。

種植場命名為「愛苗圃」，大家在種植場前的壁畫前留倩影。

三月十八日是本校種植場的啟動禮。

啟動禮當日，陳校長、家教會主席蔡建良先生、家長
校董汪海珊女士、親子種植場命名比賽總冠軍

1E賴曉信及其家長、親子環保稻草人製作比賽高級
組冠軍5B繆璟朗及其家長、初級組冠軍1B陳渼裕及
其家長一起為苗圃進行簡單而隆重的剪綵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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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度家教會活動概覽

  第十屆家教會執委名單

日期 活動
2018年9月18日 校服回收轉贈

2018年10月19日 會員大會暨家長校董選舉補選

2018年10月至12月 「如何當子女的成長教練」家長專題講座

2019年1月19日 錦田鄉村俱樂部親子旅行

2019年3月22日至3月26日 校友邱沚峯醫療費用籌款

2019年4月8日 「用繪本講生命之道講座」家長專題講座

2019年5月14日 第25屆家長也敬師活動  
2019年5月20日至5月22日 校服回收活動

2019年6月21日 家長校董選舉暨義工聚會

2019年6月29日 「盧SIR蒸汽船原理」親子教學工作坊
2019年7月4日 謝師宴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當然顧問 陳光強校長

主席 蔡建良先生

副主席 陳巧如女士 杜藹茵副校長

秘書 原樂怡女士 鄧豔琼主任

司庫 汪海珊女士 張結玉主任

康樂 周嘉寶女士 黃珮珊主任

公關 丘雁藍女士 潘鳳平主任

總務 潘逸輝先生 梁健強主任

聯絡 梁浩宏先生 陳玉菁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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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依雯女士、

林愛華女士
15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家長教師會 會訊
校址：新界沙田安景街五號  電話：2637 9023  傳真：2649 4379  網址：lkklps. edu. hk 2019

  大家好，我是4A班何朗晴的媽媽。 
加入家教會轉眼四年，意想不到的是在

這四年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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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4C楊穎熙的媽媽，汪海珊。有
幸與一班志同道合的家長委員一起，籌備各式各

樣的活動，作為家校的橋樑，實感榮幸。選擇加

入家教會，主要是想了解女兒會在一間怎樣的學

校，如何渡過影響她深遠的六年。在這短短的日

子間，我已深有體會，感受到陳校長、各老師委

員、家教會委員如何努力的配合，為我們的孩子提

供一個更優質的學習環境。期盼各位家長能繼續踴躍支持

家教會的活動，為孩子們締建更愉快、更美好的校園生活。

大家好，我是3A班郭曉瑩的媽媽。很高興
今年可以參加家教會和一班有心的家長

一同合作。今年已是第二年幫手，和各

家長老師的合作，都開始建立了不少默

契，很多工作都順利完成，感恩大家都是

有心想為學校、為孩子出一份力，很多事情

都能夠順利完成，非常感恩。

  參加家教會盼望能協助學校和家長，使大家有良好的溝
通，從而塑造孩子良好的校園環境，使孩子有愉快學習經

驗，享受校園生活。

  感謝不少委員協助，和眾多家長義工幫手，自己仍有很
多要學習的地方，但見到女兒在學校生活得開心，自己能夠

參與其中，甚感欣慰。

  大家好！我是2E曾華睎媽媽，經過一年參
與家教會，對學校的了解加深了，也認識了很

多熱心的家長們。學校樂於舉辦各種活動，無

論小息義工、星期五課外活動義工，也會透過

家教會邀請家長們來幫忙，有時有人因事臨時

缺席，但最後總有人 「見義勇為」地補上，不
至影響學生們活動。期望新的學期，家校合作舉辦

更多活動，帶來學生更大益處！

  大家好！我是3D班梁家齊爸爸，
轉眼兩年，好高興與其他委員一同為校

方、家長們及同學們服務。這段期間亦

認識到一班熱心及共同理念的家長，更

重要是得到校方的支持，去達致家校合

一的精神。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裏，學校有更好
的發展，家教會獲得更多家長的關注及

支持，我們繼續舉辦有益身心的活動，促進親子關係，建立

與學校良好的溝通橋樑。

  一轉眼就在家教會工作六個年頭了，家教會
跟家長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我們一班家長會委員

分工合作，籌備各式各樣的家長工作坊和親子活

動，一班家長和我們在每天的小息和星期五課外

活動中，為學生服務，讓自己更了解子女在學校

生活之餘， 亦為自己增值。 這幾年，我們亦增加
了有關 STEM 上的活動如製作水火箭、蒸氣船，
好讓家長也可跟子女一同學習。

  時光飛逝，Double 仔已畢業成為中一生了，
而妹妹 Luna 也快要完成小三。自小朋友低班時，我便四周參觀小學，
鎖定區域後，更分別向不同的家長和學生詢問，目的都是想為子女選

一所適合的小學。最後，我們亦以小朋友的快樂作為重點而選擇了路德

會梁鉅鏐小學。雖然這所學校功課不少，開始時蠻真的有點吃力，幸得家

長們互相扶持，大家在家長義工活動中傾傾講講，交流心得；亦得學校與

家教會籌辦的家長講座學習知識，讓我們得以順利跟子女一同學習成長。

  這裡的老師都很愛護學生，不論學生是否突出，老師都是對學生
十分關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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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當老師的工作相當沉重，但見到老師仍能付出愛去關心每一個

小孩子，真的十分感動。很感恩能被安排在這所充滿愛的學校就讀。願

大家的寶貝都可享受學習的過程，令學習變得美好。  與學校家教會已經渡過了四個年
頭，與學校及家教會合作推動了不少

活動及改善操施，務求令到我們的

同學們可以在愉快的學習環境中快

樂成長。在這幾年間，學校及家教

會都不斷推行大大小小不同形式的活

動。近幾年，大家都會留意到各間中、

小學都即極推行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

（STEM） 學習， 我們家教會都有幸地邀請到盧國強工程
師（人稱Lo Sir）幫助，安排了三個不同單元的親子體驗活
動，例如水火箭製作及蒸氣船製作體驗活動等等，這都是大

家的共同理念及目標，能夠帶給我們的小朋友可以多用體驗

式活動去提升學習興趣。我們家教會必定會繼續努力去發掘

不同活動讓我們的小朋友在學校裏能夠愉快地學習及成長。

  大家好！我是5C蔡志瑋的爸爸。真是光陰似
箭，本人兩年的家教會主席任期已近尾聲了，多

謝大家過往對家教會的支持！

  在這任期中，與過往6年在家教會服務的
感受是有㸃不同，特別感到光榮！首先是因為

能順利完成主席一職，然後就是有幸能與一班

很好的家長和老師委員們合作，他們都各盡其

力，貢獻很多時間及心機，安排及舉辦很多有意

義的活動，例如講座及籌款活動，令家長及學生們

受惠， 他們真是功不可沒！

  我希望以後的家教會能繼續前進，繼續做家長與學校的橋樑，繼續
吸引更多熱心的家長為大家服改務。

祝 大家身體健康！事事順利！

編輯顧問： 陳光強校長
編輯委員：杜藹茵副校長、鄧艷琼主任、單淑蘭主任、何佩思主任、張結玉主任、吳燕芬主任、潘鳳平主任、王慧雅主任、王寶兒主任、陳奕怡主任、
  吳家敏主任、楊慧成老師、葉廣麗老師、吳嘉欣老師、梁少微老師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