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在 2015 及 2016 年施政報告中提倡，STEM ( 科學—— 

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 及數學——Mathematic) 教

育成為中、小學教育的重點關注事項。根據課程發展議會 2015 年 11 月刊登的

《推動 STEM 教育——發揮創意潛能》概覽，STEM 教育旨在鞏固學生在科學、

科技及數學範疇的基礎知識，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和加強綜合應用知識與技術

的能力，從而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協作和解決問題能力。

    為推動 STEM 教育，教育局不但向每所中學撥款二十萬元，而且鼓勵「專

業發展學校」協助其他學校開拓這範疇的教學策略和科普活動。不少大專院校

及商業機構紛紛舉辦展覽、講座、研討會、工作坊、培訓課程及比賽，讓老師

掌握本地、內地及國際推動 STEM 教育的最新趨勢及為學生提供發揮創意潛能

的機會。

    在這不斷演變的大氣候下，梁書的 STEM 教育何去何從？吸取不同學校的

成功經驗，及在多場講座和先進設施的展示下，梁書基於現有優勢及持續發展

的原則，不先著眼昂貴設施的購置，而會以簡單的裝置、基本的原理和生活的

例子，聚焦引導學生對周遭環境的觀察，發現當的問題和提出創新的解決方案，

從中培養學生對事物的好奇心、觀察力和尋找答案的毅力，希望梁書人能夠每

事尋根究底，發現事件的因果關係，經審慎判斷後，想出解決問題和解難方法。

    我們深信尖端、精密的儀器和設施只是 STEM 教育的外衣，本體是培養學

生對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知識領域的興趣、追求和夢想。

    期望梁書人能本著造福社群的志向，以創新的科技和方法，解決我們所面

對的問題，並為創建更美好的未來各盡所能。

羅文彪校長
2017 年 6 月 9 日

話的長校

教育在梁書的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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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推動 STEM ( 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 ) 教育，本校成立科技學會，除了在

課堂內加入相關元素外，也常讓學生接觸多元的活動，如：智能家居設計課程、

VR 拍攝體驗、航拍、迷你四驅車及遙控車活動等；學生透過mBot 編程及改裝、

Arduino 入門來學習編程技巧等。學會更經常鼓勵具有不同能力和興趣的學生參與

校外的科研比賽，學生於不同類型的 STEM比賽中屢獲佳績，包括 STEM Challenge 

Cup 金獎、全港學界迷你四驅車大賽 2017- 種子選手競賽亞軍、校際 IT 精英挑戰

賽亞軍及中學 IoT 科技設計比賽銀獎。

3D 打印工作坊

Arduino 工作坊

VR 工作坊

littebits 工作坊

全港學界迷你四驅車大賽

立體投影工作坊

航拍戶外實習

全港學界迷你四驅車大賽 2017 種子選手競賽

科技與生活科課堂活動 遙控模型車工作坊

全港 STEM 機械車創意解難大賽

校際 IT 精英挑戰賽

航拍工作坊2



本校全體師生一向「綠」力同心，履行良

好公民責任，採取措施保護環境及推行環

保教育，讓學生在實踐中學習珍惜資源。

環境保護大使常以「知慳惜電」的口號在

校園內宣傳節能訊息，老師亦鼓勵學生參

與不同形式的環保活動，如宣傳健康飲

食、無冷氣夜、無膠樽日、參與中西區種

植日、海岸保育及清潔和參觀環保卓越企

業等，提升他們對綠色生活的意識。

  一眾師生的努力得到外界不少的肯

定，先後獲得不少獎項，包括環境局及環

運會舉辦的「第十四屆香港綠色學校獎」

和香港電燈有限公司舉辦的「2016 最傑

出『綠得開心學校』優異獎」。本校 5A

班陳世樂同學更於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舉

辦的「學屆環保獎勵計劃綠色生活自拍比

賽」中勇奪冠軍。

本校致力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及關愛精神，本學年推出「守護天使計

劃」，守護天使參與的活動別具意義，包括參觀「黑暗中的對話」

博物館、接受香港青少年服務處之領袖訓練課程、參與 Zentangle

藝術靜觀活動及於中六畢業典禮以手語歌傳送關愛和祝福等。

環保教育「綠」力同心

守護天使計劃

榮獲第十四屆
香港綠色學校獎銀獎

參與「專題環保章」
大潭考察活動

參與中西區社區種植日

參觀環保卓越企業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
製作 wine cork pen

學生代表簽署環境局及機電署節能約章

學生於中電新力量青年領袖
發展計劃中擺設攤位遊戲

榮獲 2016 最傑出 
「綠得開心學校」優異獎 海岸保育及清潔海星灣

環保周啟動禮

港鐵綠色生活自拍比賽榮獲校際冠軍

手語歌表演
3



多元活動
社 會 服 務

學  術

藝  術 體  育

捐血日

探訪活動：幼兒園、老人院

地理研習營 -
參觀全港最大的電腦

望遠鏡

中六地理長洲考察營

人大代表講座

英文週

全港青少年跳繩比賽

聯校運動會

銀禧畢業班籃球賽

地壺球

生物及組合生物科考察

通識科參觀 T-PARK

校慶攤位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

學校戲劇節

視覺藝術展

樂善堂甜心行動 雪糕傳愛心

售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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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無邊界
中 一 自 理 營

中

南

四

京

奮

考

發

察

營

團

內 地 考 察

　　中四級學生於 3 月 1 日至 3 日在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參加領袖紀律訓練營，藉此加深對自己的了解以及
發揮潛能，培養領袖才能和提升對班級以至學校的歸屬感。

　　為了加強學生的公民意識及培養正確的價值觀，近年學校亦致力舉辦歷史文化考察活動，加深學生對國家
的認識，對傳統文化的了解。本校四十位中三級學生參加了「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於 12 月 1 至 2 日一連兩日走訪廣州的廣東省立博物館和紅線女藝術中心及位於佛山的祖廟和陶藝博物館，感
受及學習嶺南文化的承傳與其特色。

5B 李煜銘

　　三月，正是櫻花盛開時節，我們來到了這座古城 — 南京。

    南京交流團，是我期待許久的旅程。「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鈎，寂
寞梧桐深院鎖清秋。」最早了解南京，是來自李後主的懷念故地。讀史
後，知道了國民政府，孫中山，南京大屠殺……更對這座歷史感濃重的
城市充滿好奇，這是一座怎樣的城市呢？

    坐在旅遊巴上，看著窗外的風景，一排排梧桐樹屹立在車水馬龍
中，周圍繁花盛放，春的氣息透窗而至，這是一種難以言詮的美好，只
能用心去感受。

    五天行程十分充實。最讓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
念館。這是一段很沉重的歷史，三十萬手無寸鐵的百姓和放下武器的士兵
被殺害，南京城在短短數周內，成為一座血城。讀李碧華的《煙花三月》，
看到描寫慰安婦的片段，字裏行間盡是血淚，令人揪心的痛。沿著坡道上
行，來到萬人坑展館，隔著玻璃可清晰看到累累白骨，遺骸密密麻麻的堆
在一起，空氣中彌漫著壓抑與哀愁。「不走回頭路亅，這是在展館中聽到
最多的一句話，是要讓參觀者記住歷史不可倒流，毋忘國恥。

    中山陵，是個令人肅然起敬的地方。博愛坊矗立在陽光下，安靜而
又神聖。要看孫中山先生的雕像，要走三百九十二層階梯。在階梯上，
遠遠望去，藍白屋頂和「民族，民權，民生」在陽光下更加明亮，腦海
中浮現出南京臨時政府的那段動蕩歲月。看到孫中山先生的雕像了，莊

嚴，堅毅，充滿力量，看過後深被打動。在中山陵上眺望，果然是登高
望遠，南京的綠意盈盈盡入眼底。

    這五天還參觀了很多景點，靜海寺，中華門，明孝陵……讓我感受
到了古色古香的南京，就像朱自清所寫的：「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鋪子，
到處都有些時代侵蝕的遺痕。你可以摩挲，可以憑吊，可以悠然遐想，
想到六朝的興廢，王謝的風流，秦淮的艷跡。」

    當然，還要感謝姜玲導遊。以前遇到的導遊，都是為了講解而講解，
千篇一律的，令人疲憊。但是在這五天，他不僅在介紹景點，更是將自
己對南京的熱愛分享給我們。從他的話中，感受到他的熱情，對家鄉的
愛，讓我更深深的愛上這座城市。

    分享會了，這是我第一次在這麼多人面前講演。我和柳青練習了很
多次，希望能夠做到最好。快要上場時，身邊的同學都在鼓勵我們，之
前我覺得和他們並不相熟，但在那一刻，大家就像一家人了。我永遠記
得坐在會場後面的姜玲導遊，坐在前面的徐老師和我們中史班的同學，
他們都給我力量，支持著我，我很安心。

    旅程也要落下帷幕了。飛機徐徐起飛，看著南京城在自己的眼中越
變越小，直到再也看不清晰，眼淚慢慢流了下來。很多人闖進你的生命
裏，只是為了給你上一課，然後轉身離去，想念在南京的這五天中遇到
的人和看過的風景，旅途很短，回憶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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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一九九一年創校至今，倏忽廿五載，為慶祝銀禧校慶，我們舉辦了連串慶祝活動，包括：銀禧校慶開幕典禮暨開放日、銀

禧田徑運動會、銀禧歌唱比賽、校慶標誌設計比賽、校慶徵文及標語設計比賽、校史文物徵集活動等。校慶晚宴亦將於 2017 年 7

月 8日 ( 星期六 ) 假宜必思香港中上環酒店舉行，接受報名以來，各屆校友反應熱烈，我們更邀請到歷任校監、校長、教職員和家

長出席，一眾梁書人藉此歡聚暢談，緬懷昔日校園生活點滴。

銀 禧 校 慶 慶 祝 活 動

銀禧音樂比賽

銀禧田徑運動會

6



銀禧校慶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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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規劃工作正式踏入第二年，本學年以「強化生涯規劃實踐」為關注事項，積極推動校本生涯規劃教育的發展。本校

參與賽馬會慈善基金贊助、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合辦「鼓掌 ‧ 創你程」(CLAP  for  Youth@JP) 計劃，為全港二十

間網絡學校之一，從「啟發參與」、「認識自我及發展」、「探索出路」及「生涯規劃及管理」四個角度讓學生掌握生涯規

劃技巧。

    本年作出不少新嘗試，包括「校內升學展」、「高中選科學長分享會」、「中五小組輔導」及參加聖雅各福群會首創職

業遊戲「Career Live 職業體驗館」，因應不同階段舉辦不同活動，藉着多元化活動探索個人興趣及發展方向。

生 涯 規 劃 活 動

強化生涯規劃實踐　探索最新職場升學動態

中三選科 - 學長分享會

校內升學展

求職及填寫申請表工作坊

職業體驗

CLAP 有職可尋政府部門篇 - 參觀路政署

8



6A 6B

6C 6D

中 六 畢 業 生

傳 承 禮 授 憑 禮

第八屆執行委員

主席 吳文樂

副主席 肖紫喬

司庫 董啟煒

稽核 譚庭超

外務秘書 黃肖欣

內務秘書    肖椅明

宣傳 陳浚升

康樂 周頌軒

總務 陳浩然

本年活動：

2016 年 8月
第八屆樂善堂梁銶琚書院校友會選舉

2017 年 3 月
銀禧校慶親子師生樂悠遊大旅行

2017 年 6 月
第六屆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選舉

2017 年 7 月
銀禧校慶聚餐

中六畢業禮

校友近況

　　又是盛夏，也是師兄師姐告別校園的季節！長亭外，古道邊，送君千里遠。離開並不意味結束，告別只為重聚作鋪墊。師

兄師姐的一顰一笑，彷彿仍在昨日。你們給我們留下樂觀向上、勤誠仁愛的示範，我們將會沿著你們留下的足跡前進。梁書永

遠是你們的家，我們永遠是你們的親人。行將踏上新途，在此謹獻上真摯的祝福：祝師兄師姐，前程似錦，成就更高的未來。

中五同學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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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舉辦的「魔力橋數學棋邀請賽 2017」為

來自港島區及離島區共十四間小學的學生提供一個

互相切磋的平台。比賽中學生們靈活運用數學知識

和體驗數學的趣味，經過三個回合的比賽，優勝者

終於誕生，獲獎名單如下：

     Our school has always encouraged all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various social services 
and dedicate themselves to Society. Every year, our senior form students visit St. Charles 
School and teach som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o read English story books. They not only 
improve their English oral and reading skills, but also reinforce thei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unded by ProjectWecan, storytelling workshops have been organized in order 
to equip our students with better ability to read English story books. Students have 
mastered the effective ways to convey different messages with both verbal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skills. It is motivating to see how much students have learnt and grown 
during the process.

魔力橋數學棋邀請賽 2017

學校起動計劃 Project WeCan

團體冠軍： 中華基督教會大澳小學

團體亞軍： 天主教總堂區學校

團體季軍：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個人冠軍： 麥善勤 ( 中華基督教會大澳小學 )

個人亞軍： 林榮軒 ( 中華基督教會大澳小學 )

個人季軍： 林灝澄 ( 聖保羅書院小學 )

個人優異獎： 羅志銘 (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

黃雋仁 ( 聖公會基恩小學 )

夏載善 ( 天主教總堂區學校 )

張靖希 ( 聖嘉勒小學 )

梁仲雯 (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

Reading to Learn Learning to Serve10



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香港島優秀學生 ( 高中組 )　　6A 龔曉紅
中西區優秀學生 ( 初中組 )　　3A 胡泳芝

多元文化夢飛翔計劃
傑出表現 金獎　　5C 傅文駿 
傑出表現 銀獎　　5D 李可欣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6A 龔曉紅　6A 車家灝

會計師公會獎學金
香港會計師公會與香港商業教育學會聯合獎學金
5C 孫詩韻

廠商會獎學金
5A 李曉彤　5B 孫詩韻

明日之星 - 上游獎學金
4B 劉晉熙　5A 李曉彤　5B 馮靖姍

羅氏應用學習獎學金
6D 彭紫慧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6B 吳綺華

「百仁齊心盃校際多角度辯論賽準決賽」 
暨與政府官員對話
最佳辯論員　　5B 曾煒傑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
初中組銀獎　　2C 譚詩茵

中西區防火安全標語設計比賽
中學組冠軍　　6A 周家駿

「中西區撲滅罪行宣傳創作比賽」標語創作比賽
優異獎 ( 中學組 )　　5A 陳心瞳

港燈「綠得開心學校」計劃
最傑出「綠得開心學校」大獎
「第十四屆香港綠色學校獎」 銀獎

學 生 成 就
學 術

校際 IT 精英挑戰賽 2017
中學組亞軍　　4B 林鈞朗　5A 陳世樂　5A 蘇浩鈞

STEM 獎項

Stem Challenge Cup
殿軍及金獎

中學 IoT 科技設計比賽
銀獎　　2A 陳俊濤　2A 楊震耀　2A 林萍萍 
　　　　2A 蘇俊羽　2B 馬衛國

全港學界迷你四驅車大賽 2017 種子選手競賽
亞軍　　5A 陳俊鋒

全港 STEM 機械車創意解難大賽
中學組 - 冠軍

全港學界迷你四驅車大賽  中學組 - 季軍

第 68 屆香港學校朗誦比賽 - 粵語組
亞軍　　3A 胡泳芝　3A 李曉琪　3A 謝沛穎

第 68 屆香港學校朗誦比賽 - 普通話組
亞軍　　2A 方　行

68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
 Champion 5B Khanna Akshit
 3rd Runner-up 3B Lo Lok Hin

港鐵公司
學界環保獎勵計劃
綠色生活自拍比賽冠軍
5A 陳世樂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二十周年校慶活動
「用心看自然」攝影比賽
天文星空組冠軍　　4A 王澤恩

第 41 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全港青年中文書法比賽
中學毛筆組及中學硬筆組優良獎　　5B 李煜銘

賽馬會「齡界限」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
季軍 ( 高中組 )　　5B 李煜銘

閱讀嘉年華話劇比賽  亞軍

STEM 獎項

藝 術

跳繩隊
 全港青少年跳繩比賽 2017 團體亞軍

 「跳繩強心」校際花式跳繩中學甲組比賽 
中學甲組全場總季軍

 十八區跳繩大賽中學組最佳花式創意獎

 全港跳繩分齡比賽中獲多個獎項

體 育

跳繩健將
6C 簡智榮

全港跳繩分齡比賽

 個人花式比賽 冠軍

 個人總成績 殿軍

 三人交互繩花式 季軍

 四人單人繩速度跳接力 季軍

 二人單人繩花式 殿軍

「德育龍杯」2017 全國跳繩錦標賽暨

全國跳繩聯賽 ( 台州站 )

 4 人交互繩花樣 第一名

3C 謝宛珊

全港跳繩分齡比賽

 二重跳 冠軍

 跨 2 跳 冠軍

 16 歲組傑出運動員

田徑隊
屈臣氏田徑會周年大賽、中西區分齡田徑比賽、南區
分齡田徑比賽、發出正能量跑、學界校際田徑比賽

跑步健將
3A 陳天生

 Pocari Sweat Run Carnival 男子個人 3 公里
 15-17 歲組  冠軍

 MCP 為食跑 2 公里個人組  冠軍

 保協慈善跑男子 14-15 歲組 3 公里個人組  冠軍

 創新績慈善 PB 跑 馬鞍山篇男子個人組 3 公里  亞軍

 街跑少年 5 公里公開組個人男子 A 組  亞軍

 荃灣區分齡田徑比賽男子青少年 D 組
 1500 米冠軍及男子青少年 D 組 800 米  季軍

 葵青區分齡田徑比賽男子青少年 D 組
 1500 米亞軍男子青少年 D 組 800 米  季軍

 7-Eleven Summer Run 2016 男子個人
 14-15 歲組 5 公里  季軍

游泳隊
於中西區分齡游泳賽、南區水運會、東區分齡游泳
比賽及中學校際游泳比賽中獲得不同獎項

游泳健將
4B 趙朗然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

 100 米蝶泳 季軍、100 自由泳 季軍、4x50 米四式
接力 季軍

南區水運會

 男子青少年組 100 米自由泳 冠軍、100 米蝶泳 冠軍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50 米蝶泳 亞軍、100 米自由泳 亞軍

5C 林德熙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

 50 米胸泳 冠軍
 100 米胸泳 亞軍
 200 米胸泳 亞軍

5B 陳漫程

拯溺 ( 泳池 ) 分齡賽 – 第二回合拋繩賽

 女子青年組 冠軍

獅藝隊
 四海同心「洪熙官紀念杯」世界傳統獅藝挑戰賽 

金獅獎

 香港學界龍獅比賽 季軍

體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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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
．新春水仙花培植班

．新春年糕製作班

家 教 會

16-17 家長教師會活動一覽表

　　我的兒子快要完成中二的課程了。在這差不多兩年裏，小兒得到學校

的悉心栽培，見到他的進步，我也深感安慰；他能在充滿關愛的環境下快

樂成長，實在有賴梁書各位老師的關顧。在學習以外，校方著意發掘和欣

賞他在課外活動的長處，使他充滿自信，並盡情發揮；在往後的學習上，

他憑這點自信心，也使自己的學業成績有所提升了呢！孩子在梁書學習，

我很放心，也很感恩，我將孩子交託給梁書，實在是非常正確的決定！

　　本人加入家長教師會，已經有一段時間，家教會令我學會了很多。本

校家長教師會就像一個大家庭，各委員相處融洽，充份發揮團隊精神；學

校方面，也給我們極大的支持；本會會務發展順暢，實有賴家校的緊密合

作，殊非幸致。家教會的一大責任，是擔當家長、老師與學校之間的溝通

橋梁，本會本年度舉辦的各種活動，得到不少家長、老師的支持，參與人

數之多，令人鼓舞。

　　今年是梁書的銀禧校慶，校方舉辦了不同形式的慶祝活動，在開放日

期間，家教會也舉行了賣物會，為學校籌款略盡綿力。

　　作為家長的一份子，本人衷心祝願梁書繼續進步！

2016-2017 年度 

第 19 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名單

主　席 吳美絲女士（家長代表）

副主席
阮鳳儀女士（家長代表）

方美玲老師（教師代表）

司　庫 麥勁明老師（教師代表）

稽　核 麥少玲女士（家長代表）

秘　書
周淑雯女士（家長代表）

劉乃鴻老師（教師代表）

康　樂
陸慧敏女士（家長代表）

杜偉信助理校長（教師代表）

公關及宣傳

侯芸女士（家長代表）

李芷珊老師（教師代表）

陳奕蘊老師（教師代表）

執　委
錢潮女士（家長代表）

張銘耀老師（教師代表）

候補委員

林淑嫻女士（家長代表）

王志林先生（家長代表）

鍾耀基助理校長（教師代表）

家長教師會主席 吳美絲女士席 的 話主

9/2016
． 家長校董選舉

7/2017
． 銀禧校慶聯歡晚宴

． 結業及頒獎典禮並頒發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 中一新生註冊日

． 中一家長日及經驗分享

2/2017
． 本校家長及老師代表出席中西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丁酉年新春酒會，本校獅隊表演助慶董選舉

5/2017
． 高中選科講座暨中三家長之夜

． 主辦親子電腦課程 -3D 立體繪圖及打印體驗

． 參與「家長敬師 2017」活動

． 參與挑選飯盒供應商

． 出席中六畢業典禮並由主席頒發家教會獎學金

3/2017
． 家教會主辦，校友會及通識教育科協辦之銀禧校慶
親子師生樂悠遊大旅行

． 替代家長校董郭德女女士出席本校環保周啟動禮

． 中一新生面試日

9/2016
． 委員會選舉

． 替代家長校董郭德女女士及家教會主席吳美絲女士
參與校慶運動會的銀禧火炬傳承儀式

12/2016
． 家教會周年會員大會暨就職禮及中一、中二家長之夜

． 中西區家長教師會聯會第十七屆理事會就職典禮：
羅文彪校長應邀擔任典禮主禮嘉賓，家長吳美絲女士
獲選為理事，方美玲老師為增選理事，而本校跳繩隊
更獲邀為表演嘉賓之一。

． 本校家長及老師代表出席中西區家長教師會聯及教育
局中西及南區學校發展組聯合舉辦「心理質素高！
高！高！」講座，本校童軍亦有參與服務。

． 家教會委員參與銀禧校慶典禮

． 家長參與銀禧校慶開放日義賣

． 新春燒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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