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EM 代表科學 ( Science )、科技 ( Technology )、工

程 ( Engineering ) 及數學 ( Mathematics )。STEM 教育是

全球大趨勢，美國總統奧巴馬於二零一三年推出五年計劃，

目標於二零二零年前培訓十萬名優秀 STEM 老師、增加百

分之五十青年人接觸 STEM 及設計大專院校課程以培訓

STEM 勞動人口。南韓教育部亦決定從 2018 年起將編程納

入小學課程。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於 2015 年發布的文件中，

亦明確表示「推動 STEM 教育，發揮創意潛能」為未來香

港教育界的大方向。

　　在智能電話及平板電腦盛行的年代，學生不乏接觸新

科技的機會。巴士地鐵上放眼所見都是「低頭族」，學生

對新科技產品的熱愛不容置疑，但我們希望下一代除了當

「用家 (User)」 ，更能當「創客 (Maker)」。創客 (Maker)

須具備基礎電腦及科技知識，更須手腦並用，實踐意念和

方案，從而改變世界，提升人類生活。過去兩個學年，本

校把「推動數理科技教育」訂為重點關注事項，分別在課

程及活動兩方面推動 STEM 發展，致力培養我們的學生成

為創客 (Maker)。

　　在課程方面，本校去年將初中電腦科重新整合為「科

技與生活科」。課程今年推展至中二，有助鞏固學生的電腦

及科技知識。此外，課程加入了編程及機械人課題，學生既

要學習硬件如感應器、摩打及電路知識，亦要進行編程。課

程透過專題研習，讓學生從實踐中結合科學、科技與數學知

識，例如學生動手造一部全息投影器前，必先學習有關光線

反射的科學知識、投影器的比例與反射角的關係，以及如何

話的長校

梁書 S T E M 教育的發展

製作一段播放的影片。課程通過不同的學習活動，訓練學生

的邏輯思維、創造、協作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在活動方面，本校會因應學生的表現和意向，提供更

多機會讓他們發揮所長，例如機械人編程訓練班、航拍機

組合及飛行工作坊、智能家居設計工作坊、3D 繪圖及打印

工作坊、迷你四驅車及遙控車訓練班、VR 體驗班等……旨

在協助學生確立發展方向。本校鼓勵學生參加校外比賽，

近年學生在 STEM 相關的校外比賽屢獲佳績，參賽學生不

一定是學業成績最優秀的一群，但他們有不同的才華，通

過各類活動及比賽，及早讓學生發掘自己的興趣和潛能，

這正是 STEM 教育的目標。

　　未來本校會繼續全力推動 STEM 教育，培訓學生的創科

精神，提供更多實踐的機會讓學生擴闊視野，通過活動發掘

個人志趣，認識生涯規劃路向，為社會培育更多科技人才。

羅文彪校長
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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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智能電話及平板電腦盛行的年代，學生不乏接觸新科技的機會。我們希望學生除
了是用家 (user) 之外，更加是一個創客 (marker)。一個 marker 除了有基礎電腦及科技知
識外，更加可以手腦並用，實踐自己的意念及方案，從而改變世界，改善人類的生活。
為培養我們的學生成為一個 marker，本校分別在課程及活動兩方面推動 STEM 的發展。

　　在課程方面，本校去年將初中電腦科重新整合，成為「科技與生活」科，今年已
推展至中二。除了讓學生建立穩固的電腦及科技知識外，在課程中亦加入了編程、機
械人及 Arduino 等課題，從中訓練學生的邏輯思維及解難能力。

　　在課外活動方面，科技學會舉辦不同類型的課後興趣班及工作坊如 LittleBits 智
能家居工作坊、3D 立體繪圖及打印工作坊、編程四軸飛行器、迷你四驅車訓練班及
Arduino 智能產品設計工作坊等。學生可跟據個人的興趣及能力，選擇適合自己的活
動。為了擴闊學生視野，我們亦提供機會讓學生參加校外比賽，去年我們在 STEM 方
面亦獲得不少校外獎項。

　　STEM 教育重視跨學科活動，讓學生綜合不同學習領域的知識。透過參與教育局
校本支援服務計劃，加強校本在 STEM 跨學科學習活動上的推展。本校本年度成為瑪
利諾神父教會學校網絡學校，主要參與科目為科學科，其他協作科目包括科技與生活
科、數學科及體育科。參與老師與支援學校作經驗和資源交流，如工作計劃、教學材
料、研究報告和學生作品等。學校舉辦兩項跨學科活動：「跳躍式下降」和「輕功水
上飄」。通過活動，讓學生結合科學、數學、體育與科技知識。本校亦舉辨不少跨學
科活動：科技與生活科與物理科協作舉辦智能家居及 Arduino 課程，將電子電路知識
結合編程，讓學生把意念實踐出來；與地理科協作「虛擬與實景的聯繫：360 環景相
片編輯與 AR/VR 生活應用」，學生可走出課室拍攝 360 影片及相片。

本校於 2017-2018 年度獲得校外獎項：
比　賽 獎　項 主辦機構

全港校際 STEM 教育 – 發揮創意潛能大賽 優異獎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全港中學創新科技大賽 銅獎 家長教師聯會

思科創意解難挑戰賽 創意獎 思科系統公司

全港中小學產品設計大賽 穿戴組冠軍 香港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

　　為配合本校 STEM 教育的發展，本校去年計劃把 106 室改建
為創新科技中心。透過政府大規模修葺完成第一階段的改建工程。
第二階段裝修及設置購置亦已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完成，校內光纖
及無線上網設備亦架設至一樓。創新科技中心設置鐳射切割機、
3D 打印機、CNC 雕刻機、電子套件及各式工具，可供科技與生活
科進行分組上課，以及讓學生進行相關研習。

　　創新科技中心已於四月二十至二十一日進行開幕禮並對外開
放以供參觀。

S T E M 教育推展

全港中小學生 STEM 機械人大賽 2018

全港中學創新科技大賽 2018

創意解難挑戰賽

設 立 創 新 科 技 中 心  
強化校內 S T E M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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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學會
　　本校透過「環保學會」，讓學生組織校內環
保工作，參與校外環保活動。本年活動有宣傳綠
色節日，參加環保電影欣賞、中西區 2017 年社
區種植日、綠色沙龍、海岸保育及清潔、種植花
卉、環保周、環保科技在我家等活動。

黃局長訪校

環保周之社區公園環保攤位

環保周水果日

環保周啟動禮

環保科技嘉年華之環保工作坊

環保活動黃局長訪校
　　本校很榮幸得到環境局局長黃錦星，GBS，JP，於 2017 年 10
月 4 日 ( 星期三 ) 光臨指導。訪校過程中，本校向黃局長及各位嘉
實分享學校推動環保教育的經驗，環保學會的學生分享他們參加環
保活動的心得和成功經驗，獲得局長的讚賞。感謝黃局長關心地區
和學校的環保發展工作，並對本校推動環保教育方面所作的努力予
以肯定。

環保周
　　2018 年 3 月 8 至 21 日為本校的環保周，
今年的主題是「從生活中實踐環保」，目的
是透過不同活動，向教職員、學生及其家長
推廣綠色生活，培養從生活中實踐環保的生
活態度。活動包括起動禮、社區公園環保攤
位、環保資料閱讀、「HK GO GREEN」講座、
水 果 日、 綠 色 生 活 書 展、Living Green Book 
Exhibition、熄燈一小時及無膠樽日等。

環保科技嘉年華
　　由中西區區議會贊助之「環保、科技在我
家」主要是在區內推展環保訊息及科技教育。

　　計劃其中一個活動是 2018 年 4 月 20 日及
21 日於本校舉行之「環保科技嘉年華」。當天
的環保攤位以「綠色生活由我創」為活動主題，
逾 100 位區內人士透過環保護手霜製作坊、中
草藥防蚊包製作坊、環保紙杯墊工作坊及環保資
料展示板，了解現今香港廢物的處理情況，明白
環保應從日常生活開始，減少使用化學物，並要
減少製造廢物，日常物品應儘量環保再用。

中西區植樹日

海岸清潔活動

綠色生活書展

綠色沙龍

環保學校獎項：剛接獲通知，本校獲得「第十六屆香港綠色學校獎」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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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運動會

香港冬泳第五名

多元活動
社會

服務

學術

藝術

體育

義工服務 南亞裔社區共融活動

長者到校探訪日

「耆愛 @ 月餅」慈善活動

地理營

星島第三十三屆全港
校際辯論比賽功課輔導班 閱讀課

學術常識問答比賽

音樂發展日 高中班際音樂比賽

參觀視藝作品展中文學會「賀年揮春齊齊寫」 導師指導同學水彩畫 話劇表演

「跳出未來」慈善跳繩接力挑戰日 渣打馬拉松 醒獅比賽 醒獅比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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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觀賞黃河壺口瀑布之壯麗景色

學習無邊界

　　「香港百人學生『一帶一路』研習交流團 ( 六 ) 華山論劍」，由東海 ( 企業 ) 國際
有限公司主辦，陝西省海外聯誼會協辦，在 2017 年 9 月 6 日至 10 日考察了古都西
安，期間參訪了兵馬俑、明代長安古城牆、半坡博物館、司馬遷墓、軒轅廟、小雁塔和
西安博物館，登華山，觀賞壺口瀑布等名勝古蹟，亦會與西安交通大學附屬中學進行探
訪交流，參觀西安交通大學 3D 列印實驗室、工程坊等項目，進行學術性交流及考察。
交流團讓中港兩地同學建立聯繫，並讓學生親身認識古都歷史文化及最新國情，培育其
民族自豪感以及建設祖國和香港的使命感。

　　為讓中四學生適應高
中生活，活動組舉辦以歷
奇為主的學習奮發營。透
過活動，希望學生可以學
會訂立目標、管理時間及
有計劃地完成任務。

　　過程中認識自我、接
納自己，建立自信心，發
掘自己的潛能。

　　 本 校 四 十 名 中 三 學 生
於 2017 年 11 月 23 日 及
24 日 參 加 兩 日 一 夜 的「 同
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
生內地交流計劃 (1718)，在
兩日內到廣州考察遊歷，感
受及學習國父孫中山先生及
辛亥革命的史蹟。同學們參
觀了辛亥革命紀念館、黃埔
軍校、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
館、廣州近代史博物館及黃
花崗七十二烈士陵園。學生
們認真投入參觀導賞，獲益
良多。

師生在華山北峰，金庸先生親筆所題的「華山論劍」石碑前合照

學生到廣州辛亥革命 
紀念館參觀，了解當時 

革命發生的情況

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

訂立團隊口號，加強組員之間的凝聚力
透過歷奇活動，訓練同學的合作性及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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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區環保科技嘉年華開幕禮
暨創新科技中心開放日

　　本校向來著重培養學生的個人素質，近年推行環保教育得到全校師生和家長的鼎力支持，於 2016 年獲環境運動
委員會頒發「綠色學校」中學組銀獎。此外，本校著力推動 STEM 教育，特意成立「創新科技中心」以先進的設備和
多元化的課程培育更多科技人才。

　　本校有幸獲得中西區區議會撥款 16 萬元推行「環保、科技在我家」計劃，於四月二十及廿一日舉行「中西區環
保科技嘉年華開幕禮 暨 創新科技中心開放日」進一步向區內人士宣揚環保及 STEM 教育的訊息。開放日既展示學生
在 STEM 教育取得的成果，亦設置多個環保攤位和 STEM 遊戲，現場示範創新科技中心的設備，如鐳射切割機、CNC 
數控雕刻機、3D 打印機、CoDrone 編程航拍機、360 相機、Jumping Sumo 編程機械人及迷你四驅車等……讓一眾
嘉賓、區內人士、中小學友校師生和家長體驗環保及科技教育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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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舉辦的「魔力橋數學棋邀請賽 2018」已經完滿結束。為來自港島區、離島區及葵青區共十六間小學的學生提供一
個互相切磋的平台，在比賽中靈活運用數學知識和體驗數學的趣味。經過三個回合比賽，優勝者終於誕生。獲獎名單如下：

團體冠軍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個人冠軍 梁智謙 (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

團體亞軍 中華基督教會大澳小學 個人亞軍 洪東權 ( 啟基學校（港島）)

團體季軍 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個人季軍 柯姵琳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

　　是次活動更增設長者組邀請賽，不但使長者能鍛鍊腦筋，還令他們增加自信。

魔力橋數學棋邀請賽 2018

小  學  組

長  者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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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服務處社工主持家長講座，分別為「家長如何協助
子女進行生涯規劃」及「家長如何協助子女高中選科」

學長分享會上高中學長努力向中三師弟師妹介紹自己修讀學科 性格透視 OR 教師工作坊，讓高中班主任掌握生涯規劃工具

中四生涯規劃工作坊「RIASEC 與職業聯想」

生涯規劃教育

中 六 畢 業 禮

　　生涯規劃教育工作踏入第三年，今年
以「建構校本生涯規劃課程，增加職業體驗

機會」為主要工作。生涯規劃老師及社工於中一
及中四級試行校本生涯規劃課程，期望逐年向上推

移，長遠而言訂立校本生涯規劃課程。

　　本組鼓勵學生擔任領袖角色，邀請中四學生擔任生涯
規劃大使，參加學友社「學友所承 ‧ 輔導大使」培訓計劃，
經過學友社社工培訓大使掌握多元出路資訊，計劃完成後協
助老師宣傳生涯規劃活動，舉行中三學生高中選科學長分享
會，以朋輩力量鼓勵更多同學了解生涯規劃。

　　除本組老師外，不同持分者在推動生涯規劃扮演重
要的角色。本組與青少年服務處合作，舉辦家長講座

及焦點教師工作坊，期望透過全校參與模式，為本
校學生的生涯規劃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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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活動

　　多得梁書各位老師的栽培，我在文憑試中考獲理想的成績，
現於香港大學攻讀心理學。今年年初，我到蘇格蘭的格拉斯哥
大學交換。英國的心理課程設計緊密，鼓勵學生自主學習，賦
予非常高的自由度，令我體驗到不同於港大的學習方式。在課
餘時間，我四處周遊，領略蘇格蘭的風光和歐洲的文化，開闊
視野，增長見聞。

　　我從廣州來港升讀中四，有幸在梁書這個溫馨友愛的環
境中融入香港的生活。各位老師的辛勤教導令我很快趕上學
習進度，使我愛上歷史、地理和通識，啟發了我的思考。梁
書更有多元化的課餘活動，為學生的生活增添趣味。我在
梁書得到的不只是分數，更有難忘的回憶。文憑試即將放
榜，預祝各位同學的努力得到滿意的回報，前程似錦。

2015 年畢業生 龔曉妍

校 友 近 況
　　轉瞬間，我離開母校已經三年，但依然記掛每一位梁書老師，感
激他們六年來對我的悉心教導。回想當年文憑試放榜，我因成績未如
理想而感到徬徨，幸得老師的支持及鼓勵，我報讀了香港大學持續進
修學院修讀高級文憑課程。在學期間，曾到香港文華東方酒店的人力
資源部進行為期半年的實習，認識及了解酒店的運作，拓闊視野和累
積經驗。去年，我透過 Non-JUPAS( 非聯招 ) 的途徑升讀香港理工大
學修讀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的酒店管理學士學位課程，並於今年初
到法國進行學習交流活動，體驗當地的文化。

　　文憑試放榜將近，預祝各位學弟學妹獲得心儀的成績。即使成績
未如預期，你們不必感到失望、灰心，因為母校的老師會予以最大的
支援，只要大家朝著目標不斷努力，總有一天能夠實現理想！

2015 年畢業生、現任校友會主席 吳文樂

「食好西營盆 ‧ 盆菜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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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心行動

萬人行個人最高籌款獎冠軍

萬人行中學組最高籌款獎冠軍

樂 善 與 我

Project WeCan
Benefited from Project WeCan, our students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learn English
  can get assistance in doing homework after school 
  are honoured with prizes and smiled with confidence
  are equipped with new skills

Oral Practice with  
South Island School

Swiss Family Robison by 
Absoultely Fabulous Theatre English Day Camp

WeCan 獎學金頒授典禮

「學校起動計劃」頒獎典禮

十八區跳繩大賽
模擬體驗遊戲

學生領袖訓練營

戲劇組
趁墟做老闆面試技巧工作坊 職業體驗：「職」出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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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ard Book Prize
WINNER: 5B CHUN HEI LAU
1st RUNNER-UP: 5B CHENDI ZHU
2nd RUNNER-UP: 5A MINGYE YE

衛生校園宣傳短片創作比賽
優異獎：3B 吳玟希、3B 鄭　林、3B 陳偉豪、3B 擴建鎧、3B 譚詩茵、 

3B 丁翠怡、3B 何錦光、5A 歐嘉偉、5A 梁兆倫

「成功在望」獎勵計劃
優異獎：5A 梁嘉偉

體　育

全港中學大專學生泰拳錦標賽
男子中學組 57 公斤級 冠軍：5A 江文浩

南華會暑期青少年田徑訓練班
男子標槍季軍：4A 邵　裕
男子鐵餅冠軍及鉛球季軍：4A 施世鴻
男子標槍冠軍：4B 鄭穎能

南區水運會 2017
男子青少年組 (13-17 歲 ) 200 米自由泳及背泳冠軍：5B 趙朗然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組 G 組 50 米自由泳亞軍、100 米自由泳亞軍、50 米蝶泳季軍： 
3B 陳偉豪
男子青少年組 G 組 4X50 自由泳接力亞軍、F 組 50 米蝶泳冠軍、 
4X50 自由泳接力亞軍、100 米蝶泳冠軍、100 米背泳殿軍： 
5B 趙朗然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亞軍、50 米蝶泳殿軍：3B 陳偉豪
男子甲組 100 米自由泳冠軍、50 米蝶泳冠軍：5B 趙朗然
男子甲組 100 米胸泳殿軍：5C 林德熙

中西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7
男子青少年 C 組 100 米跑季軍、110 跨欄跑亞軍：6A 陳世樂
男子成年 B 組 800 米跑冠軍：6C 陳澤森
男子青少年 C 組 鐵餅冠軍 * 破大會紀錄、鉛球冠軍：4A 施世鴻
男子青少年 D 組 鐵餅季軍、200 米跑亞軍：4A 邵　裕
男子青少年 D 組 鉛球亞軍：4A 蘇俊然
男子青少年 C 組 鐵餅季軍：4B 鄭穎能
男子青少年 C 組跳遠季軍：4D 陳　浩
男子青少年 C 組 110 跨欄跑季軍：4D 譚阮超
男子青少年 D 組 400 米跑亞軍：3B 陳　蔚
女子青少年 C 組 跳遠冠軍、100 米跑亞軍：4B 李曉琪
女子青少年 D 組 鐵餅 冠軍：3B 吳玟希 

ASICS 香港青少年分齡田徑錦標賽 2017
男子乙組鐵餅亞軍：4A 施世鴻

十八區跳繩大賽
中學組優異獎
2C 李睿君、3B 范曉鴻、3C 張家豪、3C 王維鋒、3D 李睿琳、4A 盧榮杰、 
4C 謝宛珊、6A 李彥偉、6A 黃偉良、6C 吳樹勛、6D 何聲龍

2017 全港公開拯溺錦標賽
女子救生浮標拯救賽季軍：6B 陳漫程

2017 灣仔區分齡田徑比賽
男子公開組 800 米冠軍：6C 陳澤森

南華體育會第七十一屆全港學界田徑運動會
男子甲組鐵餅亞軍：4A 旅世鴻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7
男子 D 組 400 米季軍：3B 陳　蔚
女子 D 組鐵餅冠軍及鉛球亞軍：3B 吳玟希
男子 D 組鉛球冠軍：4A 邵　裕
男子 D 組鉛球亞軍及鐵餅季軍：4A 蘇俊然
男子 C 組鐵餅亞軍：4A 施世鴻
男子 D 組鉛球季軍：4D 鄭俊杰
男子 C 組 110 米欄亞軍：6A 陳世樂
男子 B 組 800 米亞軍：6C 陳澤森

2017 香港公開冬泳錦標賽
男子公開組第五名：5B 趙朗然

學　術

English WeCan 2017
Certificate of Achievement
2B Cheng Ki Fung;  2B Law Ching Yeung;  2B Wu Ziqi 

第 29 屆閱讀嘉年華話劇比賽
季軍：
3B 鄺若彤、5B 鄭泳宜、5B 朱晨笛、5A 陳玥因、5A 黃珮琳、2A 歐陽文婧
優異獎：
4B 林諾研、2C 譚佐弘、4B 謝沛穎、3B 李怡楠、4A 陳立德、4B 崔雋華、 
3B 鄭　林、1B 陳寶兒、1B 蔡文鑫、1B 楊一鳴、1D 陳定中

2017 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2017 年分區傑出學生 ( 初中組 )( 中西區 )：3B 譚詩茵
2017 年分區傑出學生 ( 高中組 )( 中西區 )：6B 曹小蕾

2016/17 青苗學界進步獎
2A 陳俊濤、2B 李家朗、3A 盧銘鴻、3B 李子杰、4A 羅灝天、4B 趙朗然、 
4C 譚俊民、5A 陳心瞳、5B 陳顥倡

2016/17 羅氏慈善基金應用學習獎學金
應用學習獎學金暨特別嘉許：6B 曾永生
應用學習獎學金：6D 許銘軒

第六屆校際香港歷史文化專題研習比賽
高級文字組季軍：6B 黃柳青、6B 李煜銘、6B 曹小蕾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讀節
英語組：
First Place: 2A Chan Ka Wai Jaira Dee
Third Place: 3A Wong Suen Hang Third Place
Certificate of Merit:  
1A Dsouza Shawn 1A Landolt Kurt 
1A Li Ho Yeung Derrick 1A Medina Brondell Angelo P 
1A Naguna Julianne Claudette Canicula 1A Sze Ivan 
2A Castaneda Rhylene Rhyne 3A Herrera Cristian Anibal 
3A Lam Wing Kay Vincent 3B Tam Sze Yan Bella 
4A Chan Ka Lok Jerick 4B Chow John Francis Tak On
粵語組
優良 — 季軍：2B 何宜偉、3A 方　行

優良：1A Dsouza Shawn 1A Medina Brondell Angelo P  
1A 韋俊匡、2A 賈詠莉、2A 陳嘉慧、2A 吳詩倩、2B 陳家誠、 
3B 丁翠怡、4B 周德安

良好：3B 鄭　林
普通話組
優良—季軍：3A 方　行
優良： 
1B 倪祥毅、1B 楊澤任、1B 余汶諾、2B 陳錦婷、2B 林彥希、2B 伍美滋、 
3A 蘇俊羽、3B 鄺若彤、3B 李怡楠、3B 吳玟希、3B 譚詩茵

「啟動正能量」全港原子筆書法比賽
高中組優異獎：6B 李煜銘 

第二十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8( 初賽 ) 初中組優異獎：3A 方　行

2017/18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6A 吳梓烊、6C 孫詩韻

2017/18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導演獎：4B 鄭穎能、4A 陳立德
傑出演員獎
2A 李怡楠、2A 歐陽文婧、3A 林永麒、3B 何錦光、3B 鄭　林、3B 吳玟希、
3C 趙建釣、4A 賴家朗、4B 崔雋華、4B 謝沛穎
傑出舞台效果獎
1B 蔡文鑫、1B 陳寶兒、1B 楊一鳴、1D 陳定中、2A 歐陽文婧、2A 程灝文、 
2B 張嘉俊、2C 鄭李婧、2C 江書妍、2C 陳偉權、2C 高启康、2C 鍾卓傑、 
3C 傅靖雯、3C 龍穎怡、4A 簡子鍵、4B 麥廣濤、4D 高偉業
傑出合作獎：全體戲劇組

賽馬會平等共融戲劇計劃校際戲劇比賽
最佳整體演出 亞軍
2A 吳詩倩、2A 林俊軒、2A 程灝文、2A 歐陽文婧、2A 鄧子恩、2C 譚佐弘、 
3A 李怡楠、3B 鄭　林、3B 鄺若彤、3C 趙建鈞、4A 陳立德、4A 賴家朗、 
4A 簡子鍵、4A 林諾研、4B 崔雋華、4B 鄭穎能
優異劇本獎：胡瑞筠老師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口號創作及填色比賽
優異獎：2A 鄧子恩、2B 鄭祺楓 

學 生 成 就

「思科創意解難
挑戰賽」創意獎

全港中學大專 
學生泰拳錦標賽 十八區跳繩 

比賽優異獎

第 29 屆閱讀 
嘉年華話劇比賽

第六屆校際香港歷史
文化專題研習比賽高

級組季軍
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羅氏應用學習
獎學金

全港學界跳繩
2 分鐘 8 人大繩季軍
2B 范曉鴻、2C 王維峰、3A 林嘉豪、3A 盧榮杰、1C 陳偉權、2A 黃裕豐、 
2D 葉道明、2D 鄭俊鏗
1 分鐘 3 人交互花式季軍：5A 王偉良、5A 李彥偉、5C 吳樹勛

「跳繩強心」花式跳繩比賽 2017 中學甲組
優異獎：1C 陳偉權、2B 范曉鴻、2C 張家豪、2C 王維鋒、2C 李睿君、 

2C 李睿琳、2D 葉道明、3A 盧榮杰、3C 謝宛珊、5A 李彥偉、 
5A 黃偉良、5C 吳樹勛、5D 何聲龍、6C 簡智榮、6D 梁浩揚

全港青少年跳繩比賽 2017
2 分鐘八人大繩走八字冠軍： 
1C 陳偉權、3A 盧榮杰、3A 林家豪、2B 范曉鴻、2C 王維峰、2D 鄭俊鏗、 
5C 吳樹勛、6D 簡智榮
二重跳、跨 2 跳冠軍、16 歲組傑出運動員：3C 謝宛珊

擺交叉跳 30 秒冠軍、跨 2 開跳 30 秒亞軍：5D 何聲龍

跨二開跳冠軍、單車步亞軍、二乘 30 秒接力大繩速度跳亞軍：5A 李彥偉

側擺交叉跳冠軍、側擺開跳冠軍：2C 李睿琳

提放跳冠軍、後繩交開跳冠軍、二乘三十秒接力亞軍：5A 王偉良

交叉開跳冠軍、後繩交開冠軍、前繩交開亞軍：1C 陳偉權

提放跳冠軍：2C 李睿君

二重跳冠軍、後繩交單車步冠軍：5C 吳樹勛

後繩提放冠軍、團體亞軍：2B 范曉鴻

STEM

中學 IoT 科技設計比賽 2017
銀獎：2A 楊震耀、2A 蘇俊羽、2B 馬衛國、2A 陳俊濤、2A 林萍萍

2017 全港校際 STEM 教育 — 發揮潛能大賽
優異獎：3A 蘇俊羽、3B 馬衞国、3B 鄺建鎧、3B 黃鳳希、3B 譚詩茵、 

4A 邵　裕、4A 施世鴻、5B 林鈞朗 

全港學界迷你四驅車大賽 2017
攝影比賽冠軍：4A 王澤恩、4A 梁嘉瑋、4B 林鈞朗
種子選手競賽亞軍：5A 陳俊鋒

校際 IT 精英挑戰賽
5A 陳世樂、5A 蘇浩鈞、4B 林鈞朗

第二屆機械人大決戰
決賽 — 火星任務　最佳表現獎
4B 林鈞朗、3A 施世鴻、3B 邵　裕、3B 吳官俊

實地學習傑出學生獎
健康推廣大使獎：5B 唐宇辰

思科創意解難挑戰賽
Creative Award 創意獎 
2A 朱加嵐、2A 林俊軒、2A 鄧子恩、2B 余皓正

2018 全港中學創新科技大賽
銅獎：3B 何錦光、3B 鄺建鎧、3B 李家朗、3B 馬衞国  

2017/18 全港中小學產品設計大賽
「組別：穿戴科技」亞軍： 
4A 陳嘉樂、4A 何城鏗、4A 陳立德、4A 林楷佳 

社會服務

社會福利署中西南區義工嘉許狀
金狀：5B 李煜銘、5B 曹小蕾、5D 靳韋然、6B 陳映莹、5A 馮浩然
銀狀：6A 鄭家俊、6B 劉煒權、6A 鄭大維、5A 陳世樂、5B 陳　瑤、 
　　　   5B 蘇淇欣、3B 吳官俊、4C 陳永福
銅狀：6B 韓興定、6B 林鍵增、5A 蘇浩鈞、5A 陳心瞳、5A 黃心如、 
　　　   5B 李詠詩、5C 張凱傑、4B 杜卓賢、4D 鄭穎萍

「愛共融 ‧ 樂義動」2017 義工嘉許典禮
梁書義工團 / 傑出義工團體

童軍總領袖獎章
5B 王愉龍

中西區傑出家校義工選舉
傑出學生義工：6A 馮浩然、6D 靳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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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的 話主

家 教 會

2017-2018 年度家長教師會活動一覽表
9/2017
家長校董選舉

中一級家長交流會

家長義工、學生義工及老師參與 
「2017 耆愛 @ 月餅」活動

10/2017
委員會選舉

第一次正念重聚活動

11/2017
家長會員參與樂善堂萬人行

第二次正念重聚活動

12/2017
家教會周年會員大會暨就職禮及中一、 
中二家長之夜

2017-2018 年度 

第 20 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名單

主　席 吳美絲女士（家長代表）

副主席 陸慧敏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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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金鈴女士（家長代表）

秘　書 劉佩芬女士（家長代表）、劉乃鴻老師（教師代表）

康　樂 黃敏儀女士（家長代表）、杜偉信副校長（教師代表）

公關及宣傳
許惠芳女士（家長代表）、李芷珊老師（教師代表）

陳奕蘊老師（教師代表）

執　委 王志林先生（家長代表）、張銘耀老師（教師代表）

候補委員
伍永嫦女士（家長代表）、翁嘉賢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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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區家長教師會聯會第十八屆理事會就
職典禮中，家長吳美絲女士獲選為理事，
方美玲老師為增選理事。

本會委員參與中西區傑出家長義工頒獎禮，
本校兩位家長、兩位老師及兩位學生獲獎

家長教師會燒烤活動

第三次正念重聚活動

1/2018
新春水仙花培植班

家長會員參與「想創前途」家長講座

2/2018
親子賀年食品製作班

3/2018
本會主辦親子師生樂悠悠大旅行，並與訓輔組
合辦「與人分享」及「享受生活」自拍比賽

本會參與家長也敬師活動

家長會員參與「環保科技在我家」攤位遊戲

家長義工協助本校中一新生面試日接待

4/2018
家長會員參與「環保科技嘉年華」

5/2018
高中選科講座暨中三家長之夜

家教會主辦電腦親子課程：「認識光敏技術—
自製個性化人像簽名圖章」工作坊

家教會委員出席本校中六畢業典禮並由主
席頒發家教會獎學金

家長委員出席舞蹈示範

　　不經不覺，我在家教會已服務八年，能夠陪伴兩兒成長是一
種福氣，小兒快將完成中三課程，對於他們能夠在梁書成長，我
感到非常欣慰。在漫長的學習過程中，感謝每位老師的付出，既
關顧學生的學業，亦重視他們的身心發展，讓我的孩子有信心面
對不同的挑戰。作為家長的代表，本人謹代表所有家長向老師表
達敬意。我們也感謝羅校長對學生的關懷愛護，以學生的福祉為
依歸，不斷為學生爭取校外資源，完善學校的學習環境，如設立
創新科技中心，拓闊他們的視野，讓梁書學生面向世界。

　　在任期間，感謝學校和各位家長對家教會的支持，透過家校
合作籌辦不同類型活動、講座及服務，令師生家長之間的關係更
為密切。我衷心感謝一群熱心的家長委員和家長義工，他們在繁
忙的生活中抽出寶貴的時間，同心協力推動會務及擔任義務工作，
成為子女處世的學習榜樣。期盼更多家長加入我們的行列，關心
學校的發展，共建和諧校園，為子女營造關愛互助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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