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 育 成 果 的 體 驗S T E M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於 2015 年發佈的文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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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書在過去三年不單在課程和課後
活動都注重推動 STEM 教育，更透過實地考察以體驗
STEM 教育的成果。

　　本年六月，我代表樂善堂參與香港辦學團體舉辦
的湖北五天考察團，除拜訪了當地的大、中、小學，
了解當地推行 STEM 教育的情況，更近距離一睹全世
界水力發電規模最大的長江三峽水利工程。此項目年
發電量約 1,000 億千瓦時，相當於燃燒標煤 0.319 億噸
的總能量，並直接減排二氧化碳 0.858 億噸，它在環
保產能的工程上起了重大的示範作用。

　　三峽工程除了水力發電之外，亦解決了每年長江
因水漲所引發沿江兩岸被淹浸的問題，成為防洪的重
要設施。此外，長江沿岸的航道因三峽工程得以保持
暢通，水勢平緩，獲取全年全時間航運的好處；為解
決因三峽工程所做成的水位差異問題，水壩旁邊設有
船用的升降機及水閘區，為不同大小的船隻提供航道；
因而有「小船坐電梯、大船爬樓梯」和「動水發電、
靜水行舟」的有趣簡述。令我深信 STEM 教育有助

話的長校

栽培學生以知識和技能回饋社會，為人類未來謀求福
祉，加上教育下一代善用環保資源是改善生活質素的
唯一出路。

　　雖然三峽工程帶來相當多的好處，但伴隨著工程
的開展，過百萬沿江居民需大遷移，更有不少文物永
沉江底。如何妥善處理這些難題，做到既可避免工程
受阻，又能平衡民生和文物的保存，實是大難題。三
峽工程如何做到合理補償，讓受影響的人得到合理的
賠償和安置，受淹的文物能作適切的遷移和保存，正
是這次參觀另一要點。透過這考察，令我更深刻體會
到如何平衡科技發展、民生及保育，以推動可持續發
展，透過這次考察，令我更深刻體會到如何平衡科技
發展、民生及保育，以推動可持續發展，正是培育學
生 STEM 教育需注意的另一重要素質。

　　此行讓我獲益良多，相信培養學生 STEM 素養比
單單灌輸知識和技能更重要，亦對梁書推行 STEM 教
育有了更清晰的方向。

羅文彪校長 
201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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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九龍樂善堂主席李聖潑先生親臨主持的「樂善堂陽光校園計劃啟動禮暨可再生能源教材套

分享會」已於 2019 年 1 月 25 日假本校禮堂圓滿舉行。承蒙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太平紳士擔

任主禮嘉賓，蔡副局長在致辭中對本校近年推動的環保和科技教育工作予以肯定。啟動禮中，

放映短片，與 65 間中、小學，逾 80 名校長和教師分享可再生能源教材的設計理念和實踐情況，

亦展望未來匯聚更多珍貴的校本經驗，共同推動環保教育持續發展。啟動禮後，服務生帶領嘉

賓參觀天台的太陽能光伏板系統，部分課室更成為學生學習成果展示的陣地，本校師生設計了

不同的環保、科技展覽及攤位遊戲，讓嘉賓和友校師生參與同樂。

暨可再生能源教材套分享會
樂善堂陽光校園計劃啟動禮

教材套分享

典 禮

學生介紹太陽能光伏板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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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政府積極推動 STEM 教育，投放大量資金予學校，使學生能多接觸多參與創新科技。學生在課堂上學習電腦及科技
知識，在課餘的時間可以成為一個創客（Maker），將在課堂上學到的知識實踐，並加入自己的創意來造出各種製成品，藉
此改善人類生活。

　　為配合 STEM 教育，我校設立校本「科技與生活科」，除教授固有的電腦及科技知識外，課程亦加入編程、資訊素養、
3D 打印及雷射雕刻等知識，提升學生的邏輯思維及解難能力。

　　在課外活動方面，「科技暨多媒體學會」舉辦不同類型的課後活動，包括參觀及課程講授等，讓學生開闊眼界，認識更
多新科技的發展。本校又開辦多個興趣班及工作坊；例如智能家居工作坊、3D 立體繪圖工作坊、Tello EDU 無人機群飛編程
工作坊、迷你四驅車訓練班及 Micro:bit 工作坊等；為了讓學生能夠實踐他們所學的，本校鼓勵及支援學生參加校外比賽，他
們亦獲得不少校外獎項。

　　學生除了在學校內進行活動外，更有機會接觸社區，參與多項社區服務，如到區內小學分享 STEM 活動，到長洲參與「以
STEM 教育連繫小島」活動，介紹學生的創新作品。我校本年度參與了社聯舉辦的「樂齡科技顯愛心」2018、九龍樂善堂舉
辦的「關懷弱勢社群—  全港創新科技設計大賽」、STEM《未來百貨公司》道具設計大招募、Samsung Solve for Tomorrow 
2018、由香港電燈公司舉辦的「綠色能源夢成真 2019」等多個比賽，讓學生了解及關注社區及弱勢社群並能回饋社會。

教 育

MTR STEM 創未來講座

迷你四驅車訓練班

以 STEM 教育連繫小島

李陞小學 STEM 主題學習日支援活動

Micro: bit 工作坊

創科博覽 2018

創科博覽 2018

長者中心科技產品介紹

創新科技嘉年華 2018

環保科技在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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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獎項
　　本校今年於環保項目獲得多個獎項，包括「香港環

境卓越大獎 ‧ 中學組 ‧ 優異獎」、「第十六屆香港綠

色學校獎 ‧ 中學組 ‧ 金獎」及「綠得開心學校大獎 ‧

中學組 ‧ 優異獎」，足見本校努力推動環保，是以達致

卓越環保表現為目標之綠色校園。

環保周
　　2019 年 3 月 1 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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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周起動禮、環保資料閱讀《彈

性素食救地球》、中一「海洋垃

圾及無飲管」講座、中二「惜物

惜食」講座、水果日、環保攤位、

綠色生活書展、Living Green Book 
Exhibition、熄燈一小時及無膠樽

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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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碳足印審計工作坊、無冷氣夜、月餅及月

餅罐回收、校園環保宣傳、中西區 2018 年社區種

植日、大埔沙螺洞考察、種植花卉、環保周、環保

科技在我家 2、微型開放日之環保攤位等活動。

山 ‧ 灘拯救隊
　　本校於 2018 年 10 月參與由綠色力量舉辦之「山 ‧ 灘拯救隊」，期望動員中學生

關注海岸及郊野垃圾問題，身體力行保育環境。在參與活動期間，本校索取了《海岸及

郊野廢物污染》教材，並成功呼籲 178 人完成下載程式 ( 包括學生及教職員 )，當中以

中三、中四及中五級學生尤為積極。由於本校達致活動下載目標，獲獎賞參與沙螺洞導

賞團。本校於 2019 年 3 月 12 日帶領學生到沙螺洞，認識濕地生境及生物多樣性，亦與

學生探討「保育與發展」的議題。

環保科技在我家 2
　　由中西區區議會贊助之「環保科技在我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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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25 日於本校舉行之「樂善

堂陽光校園計劃啟動禮暨可再生能源教材套分享會」。當天的環

保攤位以「綠色生活 ‧ 節約用電」為活動主題，逾 100 位區內

人士透過綠色生活電子遊戲、廢膠分類遊戲及環保資料展示板，

了解甚麼是碳足印及廢膠回收方法，明白環保應從日常生活開

始，減少使用塑膠，節約用電，進行低碳生活。

綠色學校 
獎金獎

環 保 活 動

綠得開心 
學校大獎 

中學組優異獎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中學組優異獎

校園用電審計大使
熄燈一小時

微型開放日環保攤位

環保周起動禮
中一海洋垃圾及無飲管講座

水果日 環保攤位

中西區植樹日 

中二惜物惜食講座

沙螺洞考察

綠色生活書展

花卉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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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舉辦的「魔力橋數學棋小學邀請賽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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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保羅書院小學

團體亞軍 啟基學校（港島）

團體季軍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個人冠軍 陳之樂 (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個人亞軍 李鈺欣 ( 啟基學校（港島）)

個人季軍 林澔宏 ( 啟基學校（港島）)

個人優異獎 林浩朗 ( 丹拿山循道學校 ) 

余雋悅 ( 丹拿山循道學校 ) 

胡偉臨 ( 聖公會基恩小學 ) 

李栢熹 ( 聖保羅書院小學 ) 

凌浩昇 ( 聖保羅書院小學 )

環保科技嘉年華

魔力橋數學棋小學邀請賽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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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日
　　為加強跨學科協作學習活

動，各跨學科教育學習領域為各級學

生舉辦不同類型學習活動，包括科學教育

學習領域的液壓起重機製作、科技教育學習

領域的 STEM 體驗工作坊、個人、社會及人

文教育學習領域的中西區文物徑考察參觀、

藝術教育學習領域的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及

生涯規劃教育組的 Career Live 體驗，學生

透過參與活動，融合平日課堂所學，

增廣知識。

中四　奮發營

中一　液壓起重機製作工作坊

中二　摩斯密碼電報機

中三　上環文物徑考察遊

中四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中五
Career Live 職場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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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展覽館前留影

　　本校四十名中四及中五學生於 2019 年

4 月 26 至 30 日參加北京瀋陽歷史文化之旅，

前往首都北京及歷史名城瀋陽考察遊歷，參

訪了故宮、九一八歷史博物館、瀋陽故宮、

張氏帥府等歷史景點，亦參訪了北京 798 藝

術區，學生一行了解到北京和瀋陽的歷史和

文化，並了解中國近代重要歷史事件，以及

科技及藝術發展帶來的機遇和挑戰。

境外活動
「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本校四十名中三學生於 2018 年 12 月 12 日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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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

在兩天內到東莞考察遊歷，了解東莞高科技工業及城市規劃對當

地經濟及民生的影響，了解東莞港資企業的發展及粵港兩地的經

濟關係，並認識東深供水工程，加強學生了解粵港兩地的關係。

　　同學們參觀了東深供水工程、港資科技企業、松山湖科技產

業園區、東莞展覽館、東莞巿政廣場、東莞圖書館、國際會展中

心、東莞大道，及東莞巿科學技術博物館等建設。過程中，他

們認真投入參觀導賞，獲益良多。

東深供水工程生命之源石像前留影

東深供水工程

東莞市科學技術博物館參觀

東莞市科學技術博物館模擬地下鐵逃生

松山湖科技產業園區留影

探索大灣區

龍昌玩具廠參觀

北京瀋陽歷史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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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科

通 識 科

學 術

中四長洲考察推廣中國歷史及中華文化校本閱讀獎勵計劃 橋籤之起

沙螺洞考察 考察中華白海豚

「青 teen 講場 2018」模擬立法會辯論比賽太陽能板教學活動

班際基本法問答比賽決賽

halloween party

Let's Make an EcoPledge

Let's Make an EcoPledge

mini English fun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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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寶盃 世界心臟日跳繩隊表演 中學彈網錦標賽 全港躲避盤比賽

新動校園運動體驗計劃「巧固球」

聯校運動會

藝 術

體 育

「2018 樂 ˙ 誼國際音樂節—兒童音樂會： 
馬可孛羅重遊威尼斯嘉年華」

「阿爸、阿媽，食飯喇！」校際戲劇比賽

香港藝術節青少年之友

第 30 屆閱讀嘉年華
民歌比賽

沙田戲劇匯演

視 藝 科

音樂比賽 2018

中六學生作品展 中文科視藝科合辦詩詞繪畫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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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WeCan—趁墟做老闆

生涯規劃
知出路  明選擇  多元活動  尋覓夢想

　　趁墟做老闆活動於 3月 22 - 24日在荷里活廣場舉行。本校共有 5位同學合組公司，名為「梁

書＠大笪地」，售賣懷舊食品、紀念品及文具。

　　　透過活動，他們嘗試實踐營運一間公司。經過三天的努力，五位老闆及多名銷售員成

功銷售貨品，並取得美滿成果。在活動中，更獲得「最佳營商計劃書匯報優異獎」。

　　本年在中一及中三級推行校本生

涯規劃課程，從初中開始掌握生涯規

劃的概念，認識個人特質及能力，掌

握社會發展趨勢及升學要求，為生涯

管理早作準備。高中學生透過多元活

動體驗由學校過渡至職場的世界，尋

找個人夢想及探索發展方向。
大專院校課程體驗

理財工作坊
學長選科分享會

職志遊樂場校內升學展 職業體驗館 桌上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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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善與我

甜心行動 2019

萬人行 2018
萬人行 2018 中學組最高籌款獎冠軍

社會服務

中西區種植日

渣馬領袖盃義工服務

便服日 捐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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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主席兼替代家長校董阮鳳儀女士

中六畢業典禮
6A

6A

6C

6C

6B

6B

6D

6D

校監楊小玲博士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

合唱團獻唱 夏威夷小吉他團表演 家教會副主席陸慧敏女士

家長校董吳美絲女士

謝師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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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書領袖生

校友會主席感言
　　「多謝梁書」，這句話自我畢業後一直長存心裡。我在梁書

就讀了三年，在校期間，我曾經擔任社長、領袖生的角色，訓練

了我的領導才能。在梁書我曾擔任活動司儀，多次代表學校辯論

隊出賽，這些機會讓我更加自信，思維更敏捷，溝通能力也越來

越好。梁書老師的敬業精神，給學生的關懷，最令我難忘。梁書

給予我這些，身為校友會主席，我希望在任期間竭盡所能，努力

成為校友和學校的橋樑，為母校奉獻一份力量。

　　「今日你以梁書為榮，他日梁書以你為傲」，希望同學們珍

惜在梁書生活的日子，多參與學校的活動，相信你一定能找到屬

於自己的人生道路。

現任校友會主席（2018 年畢業生）
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六年如一瞬。從中一新生，到接過

傳承火炬擔任前學生會主席；從一個參

與者，慢慢成為籌辦活動的人，這些都

恍如昨天的事。三年高中生活雖然短暫，

但我學會了獨立，學會平衡學習與課外

活動，學會與團隊溝通合作，這些經驗

將成為我人生路上的寶庫。我很慶幸自

己把握機會經歷這些，讓我擁有一個充

實的中學生活。每位師長循循善誘，同

窗無私付出的情誼，都是最珍貴難忘的

回憶。願每位師弟妹，享受並珍惜校園

生活，尋找自己的夢想，

不斷突破自我。

2017-18 年度 
學生會主席
6A 黃澤鑫

　　就任初期，我既擔心領袖生長的職責會讓我在

工作崗位與學業間失去平衡，也擔心同學間友誼受

到考驗，畢竟領袖生屬於「管」同學的工作，惹來

同學的反感。可是時間久了，我才發覺先前的憂慮

實是杞人憂天。我確因當值而和朋友減少一起玩耍

時間，這反而教會我們好好珍惜相聚的時刻，友誼

更堅固了；而我亦學會平衡工作與學習的時間分配；

此外，我更在領袖生工作中體會到責任感、自

信的重要，也養成嚴謹的時間觀念，可

謂獲益良多。

2017-18 年度領袖生長
6B 劉晉熙

　　校長每年開學禮上提醒梁書人要具備三感：投

入感、責任感、成功感。首先是投入感，由我答應

老師成為領袖生長一刻開始，便要投入在這份職責

當中，例如巡查樓層，把每位領袖生崗位要安排妥

當，不可有一絲錯漏。第二是責任感，領袖生長的

責任除帶領一眾領袖生，協助管理秩序，更要以身

作則克盡己任，免讓老師、同學留下負面的形象。

最後是成功感，現在回想起來，領袖生長一

職讓我的處事能力、溝通能力以及

領導能力都有所進步。期望每位

領袖生都肩負重任，在大家面

前展現出梁書人最優秀的一

面！

2017-18 年度領袖生長
6C 黃小雪

2018 年畢業生、現任校友會主席 - 曹小蕾 ( 後排左五  )

王澤鑫 ( 右 )

領袖生長合照—  
劉晉熙 ( 左 )、黃小雪 (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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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
學術
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中西區分區高中組傑出學生 6B 唐宇辰
中西區分區初中組傑出學生 3A 朱加嵐

「第四十三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普通話中學組優異獎 4B 譚詩茵

推廣中國歷史及中華文化校本閱讀獎勵計劃
嘉許狀： 2A 劉曉欣、2B 吳梓萄、3B 何宜偉、3B 余浩正、 

4A 張祥熙、4B 黃鳳希、4B 鄺若彤、5A 胡泳芝、 
5B 李子杰、5D 李宇涵

「青 teen 講場 2018 模擬立法會辯論現場挑戰賽」
亞軍 ( 議員角色 )
最有創意答案獎：4B 李怡楠、4B 丁翠怡、4B 黃鳳希 
傑出表現隊伍獎： 4B 陳思樺、4B 陳蔚喬、4B 丁翠怡、4B 鄺若彤、

4B 李怡楠、4B 譚詩茵、4B 楊心琳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 2018 ( 香港賽區 )
銅獎：1B 陳維佳

WMI 世界數學邀請賽
銅獎：1B 陳維佳、銀獎：5A 林佳楷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2019 
（香港賽區）
金獎：1B 陳維佳、銀獎：5A 邱詠誼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2019 
（大灣賽區）
銀獎：1B 陳維佳、金獎：5A 邱詠誼

青苗學界進步獎 2017-2018
3A 李栢羲、3B 伍美滋、3B 高偉基、4A 黃宣衡、4A 史官正、 
4B 岑展鴻、4C 李煒駿、5C 方嘉亮、5D 盧展庭、6D 林嘉暐

2018 第四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優異獎：4A 史官正、5A 陳嘉樂、6B 陳綺婷 

羅氏應用學習獎學金
6A 羅灝天、6D 劉詠珊、6D 黃玠衡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6B 朱晨笛、6B 劉晉熙

English WeCan
Certificate of Achievement
2A Kung Tsun Hei Henry, 2A Lo Chun Hei, 2A Yim Hon Lam,  
2A Cheung Yeung Pui, 2A Chan Hok Kan,  
2A Au Ka Yee, 2A Lau Hiu Yan, 2A Wong Ming Yi, 2B Leung Ching,  
2B Wong Tsz Yan, 2B Chen Po Yi

「一國兩制」與《基本法》 
標語創作比賽
中學組季軍：4A 馬衞國
中學組優異獎： 2B 梁晴、2D 馮瑞瑤、 

4A 楊震耀、5A 陳立德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19 港澳盃
銀獎：5A 林佳楷

數學思維大激鬥
銅獎：1B 唐嘉杰、1B 袁偉達、2A 謝昊洋

環保
第十六屆綠色學校獎金獎

2018「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中學組優異獎

服務社會
公益少年團中西區周年頒獎禮
中西區優秀團員：6D 周戩

義務工作嘉許狀 ( 小組 ) 金狀

藝術
「第四十三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攝影比賽 ( 學生原創組 ) 冠軍：6A 王澤恩

第 30 屆閱讀嘉年華
話劇比賽冠軍： 1A 朱子杰、1A 劉心同、1A 謝瑞娜、1B 吳佳蓉、

1B 陳玥華、1B 黎樂怡、2A 岑泳樂、2A 施　朗、
2A 嚴瀚林、2A 龔浚熹、2C 温貝饒、2C 潘婥盈、 
3A 歐陽文婧

民歌比賽冠軍：5C 孫鉞渟、5A 陳立德、5D 李宇涵

第六屆「阿爸、阿媽，食飯喇！」校際戲劇比賽
最佳整體演出獎： 3A 程灝文、3D 譚佐弘、4A 林永麒、5A 陳立德

5A 簡子鍵、5A 賴家朗、5B 崔雋華、5B 林諾研
最佳導演獎：5A 賴家朗
最佳劇本獎： 4A 林永麒、5A 陳立德、5A 賴家朗、5B 崔雋華、

5B 林諾研
優異主角獎：5B 林諾研
優異配角獎：4A 林永麒

「懿德 ‧ 我城」手機短片攝製比賽
冠軍： 2B 余汶諾、2B 楊澤任、2B 楊一鳴、2B 吳凱誠、2B 區以勒、

2B 勞梓銘、2B 黃芷欣

沙田戲劇匯演
最佳化妝隊際、最佳服裝隊際 4D 鄭林、最佳服裝個人 5B 崔雋華

【以身傳教 . 以心傳愛】敬師心意卡設計比賽
初中組優異獎：2C 陳詩明、2D 鄺慧兒、3A 吳詩倩、3C 馮嘉穎
高中組優異獎： 4A 林永麒、4C 曹敏兒、5A 莫潔楓、5A 黃懿忻、

5C 劉錚瑜、5D 鄺穎宙、5D 劉俐均

學術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比賽
英語組
3rd place: 3A Castaneda Rhylene Rhyne
Certificate of Merit: 
1A Lo Jing Yue Chloe, 1A Vincent Thomas Enrique, 1A Tam Ho Yin,  
2A Sze Ivan, 2A Kurt Landolt, 2A Li Ho Yeung, 2A Yiu Chung Yu Aidan , 
4B Wong Suen Hang , 5A Lo Wing Kit, 5A Chan Ka Lok Jerick,  
5B Chow, John Francis Tak On , 5B Lo Lok Hin 
粵語組冠軍：5A 黃懿忻
粵語組優良： 1A 吳焌樂、2B 梁 晴、2D 鄺慧兒、3A 盧柏任、 

3B 陳家誠、3B 何宜偉、3B 高偉基
普通話組優良：1B 袁偉達、2B 倪祥毅、4B 方行

5A 林佳楷

5A 邱詠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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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田宮迷你四驅車填色比賽
亞軍：3C 陳志榮 

「綠火焰計劃」— 全港中小學 VR 遊戲設計比賽
優異獎：4C 張家豪、4C 李嘉軒

「橋籤之起」築橋比賽
入圍獎：4A 鍾禮信、4A 楊震耀、4A 馬衛国、4A 蘇俊羽

STEM「未來百貨公司」道具設計師大招募
冠軍： 
2A 劉曉欣、2A 黃明意

玩創杯 2018-Winter Cup
競速賽冠軍：3C 陳志榮

Samsung Solve for Tomorrow 2018
優異獎： 
3A 朱加嵐、3A 黎蔚橋、 
3A 鄧子恩、3A 林俊軒

樂齡科技顯愛心 2018 STEM X 樂齡科技教育獎勵計劃
最踴躍參與獎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 學生創新獎
Certificate of Excellence
2A 黃明意、2A 劉曉欣、3A 朱加嵐、3A 林俊軒、3A 鄧子恩、 
3B 余浩正、4A 馬衛国、4A 何錦光、4A 李家朗、4B 鄺建鎧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
3A 黎蔚橋、3B 朱浩恩、3B 高偉基、5A 陳嘉樂、5A 陳立德、 
5A 何城鏗、5A 林佳楷

「粵港澳．中小學精英校際 
STEM 智能產品創作大賽 2019」
優異獎：1A 劉心同、1A 郭浩德、1A 李承霖

體育
逆風計劃 2018 花式跳繩訓練計劃表演盃
中學組冠軍： 1B 余汶諾、2A 梅浩峰、3B 范曉鴻、3C 張家豪、

3C 王維鋒、3D 李睿琳、4A 盧榮杰、6A 李彥偉、
6A 黃偉良、6C 吳樹勛、6D 何聲龍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
4C 陳偉豪： 男子青少年組 G 組 50 米自由泳冠軍、 

男子青少年組 G 組 100 蝶泳冠軍、 
男子青少年組 G 組 50 米蝶泳亞軍、 
男子青少年組 FG 組 4X50 四式接力季軍

6B 趙朗然： 男子青少年組 E 組 50 米蝶泳亞軍、 
男子青少年組 E 組 100 米蝶泳亞軍 
男子青少年組 FG 組 4X50 自由泳接力冠軍

2C 陳彥男： 男子青少年組 G 組 100 背泳冠軍、 
男子青少年組 FG 組 200 米自由泳殿軍 
男子青少年組 FG 組四式接力季軍

3A 柳洛瑤： 女子青少年組 FG 組 4X50 自由泳接力亞軍、 
女子青少年組 G 組 100 米蝶泳殿軍

1A 蔣承希： 男子青少年組 H 組 50 米自由泳季軍、 
男子青少年組 HI 組 4X50 自由泳接力冠軍

全港躲避盤比賽 2018
公開組亞軍：6B 施灝、4D 趙建鈞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2018-19
男子丙組 50 米自由泳殿軍    1A 蔣承希 
男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亞軍  
男子乙組 50 米背泳第五名    4C 陳偉豪 
男子甲組 100 米自由泳亞軍  6B 趙朗然
男子甲組 50 米蝶泳季軍  6B 趙朗然 
女子乙組 50 米背泳殿軍  3A 栁洛瑤

2018 全港彈網公開錦標賽
男子公開組隊際亞軍、男子乙組隊際季軍、 
男子 15 歲或以上雙人同步季軍 5B 盧樂軒

中西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8
女子 D 組鉛球冠軍 ( 破大會紀錄 )、鐵餅冠軍 4B 吳玟希、 
男子 C 組鐵餅冠軍 ( 破大會紀錄 )、鉛球冠軍 5A 施世鴻、 
男子 C 組 110 米欄季軍 5D 李宇涵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8
男子青少年組 H 組 100 米 (11-12 歲 ) 自由泳季軍 1A 蔣承希
男子青少年組 H 組 50 米 (11-12 歲 ) 蝶泳亞軍 1A 蔣承希

2018 三寶杯 — 校際跳繩邀請賽
中學公開組團體總冠軍： 
 1B 梁芷珊、1C 何健銘、1D 陳倩瑩、2A 黃明意、2A 劉曉欣、 
2B 陳寶兒、2B 余汶諾、2B 吳梓萄、2C 陳偉權、3A 梅浩峰、 
4C 陳偉豪、4C 張家豪、4C 王維鋒、4D 范曉鴻、5A 盧榮杰
30 秒前繩個人速度賽亞軍、 
1 分鐘大繩 8 字走位 3 速度賽冠軍：1B 梁芷珊
1 分鐘大繩 8 字走位 3 速度賽冠軍：1C 何健銘
30 秒前繩個人速度賽冠軍、 
1 分鐘大繩 8 字走位 3 速度賽冠軍：1D 陳倩瑩
30 秒單側迴旋雙人速度賽亞軍、 
1 分鐘大繩 8 字走位 3 速度賽冠軍：2B 余汶諾、3A 梅浩峰
1 分鐘大繩 8 字走位 3 速度賽冠軍： 
4C 張家豪、4C 王維鋒、4D 范曉鴻、5A 盧榮杰

樂善堂文教康樂組乒乓球繽紛同樂日 —  
中小學單打及雙打比賽
男子高中單打季軍 4B 陳泳鋒、 
女子高中單打季軍 4D 李睿琳、雙打優異 3C 唐家樂 3D 胡杰鋒、
女子高中單打優異 3D 李睿君、男子高中單打優異 4C 陳　蔚、 
女子高中單打優異 4C 曹敏兒、女子高中單打優異 4D 區佩妍

體育
全港公開龍獅藝錦標賽 2018
殿軍：2B 區以勒、2B 勞梓銘、2C 區樂言、2D 朱滿錦、2D 孔德成

九龍木球會足球錦標賽
女子 14 歲以下組別冠軍：1A 盧靖愉

2018-2019 學界校際田徑比賽
男丙 鐵餅 殿軍  1A VINCENT THOMAS ENRIQUE 
男甲 800 米 殿軍  4A 吳志成 
男甲 標槍 亞軍  5A 邵裕 
男甲 鐵餅 季軍  5A 蘇俊然
男甲 鐵餅 冠軍 鉛球 季軍  5A 施世鴻 
男甲 標槍 冠軍  5B 鄭穎能

賽馬會青少年足球發展計劃訓練計劃 2018-19
女子 14 歲以下組 — 九人賽 爭標組冠軍：1A 盧靖愉

香港足球總會青少年球會盃
女子 14 歲以下組別冠軍：1A 盧靖愉

第二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二節
男子 11-12 歲組 50 米蝶泳 冠軍：1A 蔣承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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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8
  家長校董選舉

  中一家長交流會

  與烹飪組、德公組、社區組織合辦月餅製作，並送給區內長者

11/2018
  家長會員參與樂善堂萬人行

  委員會選舉

1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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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就職典禮：家長阮鳳儀女士獲選
為理事，方美玲老師為增選理事。

  家長教師會燒烤活動

  本會會員參與合家唱遊中西區 2019 快樂倒數除夕夜 
( 中西區區議會及中西區民政事務處合辦 )，本校同學應邀表演。

1/2019
  本會會員參與本校舉辦「樂善堂陽光校園計劃啟動禮暨可再生
能源教材套分享會」

席 的 話主

2018-2019 年度 

第 21 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名單

主　席 阮鳳儀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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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雙燕女士（家長代表）

秘　書 李培霞女士（家長代表）、劉乃鴻老師（教師代表）

康　樂 翁嘉賢女士（家長代表）、杜偉信副校長（教師代表）

公關及 

宣傳

黃敏儀女士（家長代表）、李芷珊老師（教師代表）

陸韻妍老師（教師代表）

執　委 伍永嫦女士（家長代表）、張銘耀老師（教師代表）

候補委員
許惠芳女士（家長代表）、左明香女士（家長代表）

鍾耀基副校長（教師代表）

家長教師會主席 阮鳳儀女士

　　時間像流星般閃過，而流星的光芒照耀梁書的每一位同學。當上本

年度家長教師會主席，本人深感榮幸，希望能盡綿力，為學校、家長及

學生服務。本人的兩名兒子均在梁書就讀，今年大兒子將大學畢業。在

此，感謝校長及老師多年來無私奉獻的精神，為社會培育了不少人才。

　　家教會每年均會舉辦不同類型的的活動，例如家長講座、燒烤樂、

親子旅行及不同的興趣班等。在籌劃活動的過程中，本人不但認識了很

多家長義工，而且與家教會委員合作愉快，相處融洽，儼如大家庭。深

信我們積極參與和投入服務，學校在各方面都有進步，繼續為學生提供

優質的教育。

　　往後的日子，本人希望更多家長支持本會舉辦的活動，充分發揮家

校合作精神，為我們的子女建造一個愉快、健康的學習環境！

家 教 會

18-19 家長教師會活動一覽表
2/2019
  親子賀年食品製作班

  本會會員參與中西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新春酒會， 
本校醒獅隊應邀表演。

  本會主辦親子師生樂悠悠大旅行

3/2019
  本會參與 
「家長也敬師」活動

  家長會員參與 
「趁墟做老闆」活動

  中一級新生面試日接待

5/2019
  高中選科講座暨中三家長夜

  家教會主辦親子科學及數學應用課程「鑑證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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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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