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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學年回顧及展望
不經不覺，戴著口罩的日子，已接近三年。
第一波疫情時，我們期待疫情好像當年 SARS 般盡快消退，盼望生活及早重回正軌；第二波時我們再
期待、再盼望；到第三波時，我們又再期待、又再盼望；到第四波時，我們的耐性已消磨得聊剩無幾。
到第五波時，當看到一串又一串的確診數字、一群又一群在醫院急症室門外輪侯等待看病的人、一個又
一個被圍封隔離的屋苑，誰不歎息？誰不焦慮？誰不驚懼？
隨著第五波疫情逐漸放緩，回頭一看，相信誰也沒想到一個傳染病會在現今先進的醫療科技下肆虐三
年，令人束手無策，我們可做到的似乎少之又少。憂患可以激勵人奮發有為，磨難可以促使人有新成就。
一波又一波的疫情給學校、老師、家長及同學帶來無窮的「憂患」及挑戰。除了停課及分級停課，還有
半天課、網課、混合課等等；測考方面除了要把口試改為網上形式，亦試過透過電郵發放試卷及成績表；
多元學習課節及個人成長課都改以網上集會方式進行；就連家長日也不得不安排老師及家長透過虛擬
會議平台聯繫溝通。從前未及想像的「不能」，如今卻轉化為「都能」。梁中老師、家長、同學及學校
職員在這疫情下的電腦應用技巧為過去二十年成長速度最快的時期！
疫情在人類史上總是揮之不去，病毒的變化亦永無休止；同樣，人類在醫療科技上的發展也不會停步。
我相信，辦法總比困難多，只要我們懷抱希望，持續學習、不斷進步，我們定能跨過疫境，為自己、為
梁中開展新一頁作好準備！
一、2021-2024 學年關注事項
1. 推展多元學習，提升學習效能(Promoting diversity learning, boosting learning effectiveness)
2. 培養閱讀習慣，擴闊學生視野(Cultivating reading habit, broadening boundless horizons)
3. 提升同學責任，加強品德素養(Enhancing responsibility, strengthening morality)
二、回顧 2018-2021 學年關注事項
優推展多元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本學期開始，本校將每星期的最後二個課節定為「多元學習課節」，課節內為同學安排不同的
聯課活動使學生不但能夠學習生活上的知識，還會學懂與人相處，得以發揮領袖才能，加強同學對
學校的歸屬感之餘更能促進同學的成長。課節內，每名學生需輪流參加二項學會活動，當中亦安排
中一及中二的同學，定期穿著整齊的制服團隊制服參加嚴格而刻苦的團隊訓練及活動，從而提高中
一及中二同學們的自律精神、情緒智商及多元智能。同學可參加的聯課活動類別繁多，例如瑜伽班、
划艇班、模型學會、魔術學會、皮革製作班、韓語班、編織學會、飾物製作班、舞蹈學會、配音班
及默劇班等，除能擴闊學生的視野，並豐富了他們的學習經歷，讓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
展，達致全人教育。
過去一年本校舉行了五次教師專業發展日，比往年三次為多，培訓的範圍包括：(一)在學校內
應用調解的技巧(由周美華女士主講)、 (二)SEN 的「社交認知」及「優勢模式」的職業導向(由黎
婉儀博士主講)、(三)迎接健康身心靈(由本校教育心理學家樊姑娘主講)、(四) 解說港區國安法
(由梁愛詩博士大紫荊勳賢)、(五)一堂好課(QSIP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工作坊)。本年度繼續進行共
同備課，教師們在交流中找出學生學習的難點，共同為本校同學剪裁更合適的課程，從而提升教學

效能。
本年度各科各級繼續進行共同備課，讓同級老師互相交流，共同討論教學難點，共同研究教學
策略，互相砥礪，提升學與教的成效，培養教師團隊成為一個專業學習社群，讓協作文化持續植根。
此外，本年度亦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提供專業支援服務，在初中與英文、中文
及數學科進行協作，當中包括影隨科組領導觀課、影隨科組領導為授課教師進行回饋及隨後為科組
領導進行回饋會議。當中英文科更進行深度交流，一同參與科組的共同備課、同儕觀課及課堂研究
等工作以增強教學團隊的力量。
培養閱讀習慣，擴闊學生視野
為加強學生的閱讀風氣，本年度中一及中二級均獲安排「圖書館」課，也邀請校外團體到校為
中一同學協辦三好讀書會專題活動，每月設有科目專題新書推介，除讓同學熟悉圖書館的設施外，
也與書局協辦中英文書書展，以增加同學課外閱讀的機會；此外，中一級今年開始於多元學習課節
引入「讀書會」活動，「讀書會」由中文科科主任及圖書館主任及十多位中、英文老師帶領，就老
師的閱讀興趣拓展十多個閱讀課題，讓同學揀選符合興趣的課題揀選書籍及進行分享，利用興趣推
動閱讀習慣。縱然疫情反覆，老師依然排除萬難以網上的方式進行活動。
提升同學責任，加強品德素養
本校秉承「博愛行仁，省善修德」之校訓，訂定學生應遵守的行為規範，以及做人處事的道德
標準。學校教育，在培育孩子品德、智慧、體能和審美能力的同時，也要教導他們學懂「做人」的
道理，培育同學美好的特質。本校的學生成長工作就是循著這目標前進。本校奉行「全校參與訓輔
工作」的原則，由全體老師，包括班主任及不同工作崗位的人員，負責執行班規校規，並輔導學生
養成謹小慎微、奉公守法、推己及人、尊重他人的精神。誠實守規、待人有禮、儀容端正，是荃葵
青區街坊對本校同學的評價。學生有良好的品德，是老師及學生共同努力的成果。訓輔是細水長流
的工作，教育學生不能一蹴而就。學生的成長或會有曲折，本校透過「蛻變計劃」協助脫軌的學生
重回正軌，亦通過不同的獎勵計劃，強化學生在五育均衡發展的動力。
三、 學生獲獎紀錄
在校際或公開比賽/活動中表現優異的同學的名字、照片、錄像及獲得的獎項等均會於學校刊
物或學校網頁等列出，以作鼓勵，家長如有疑問，可致電學校查詢。
四、 優化校園
為進一步改善學校環境及配合發展需要，本年度學校繼續投放大量資源添置及修繕各項設施，
包括：修繕及美化學校地下走廊了大堂、改善無障礙通道、於各樓層增添非噴射式淨水機、更換中
部分學生桌椅、課室及特別室鋁窗及窗簾、於有蓋操場設置健身設備、更換教員室空調系統、加強
特別室照明及通風系統、更新教員室鋁質天面、修繕自修室及閉路電視系統、修繕一樓電腦室。上
述工程所涉及金額達六百萬港元。此外，本校更於上年度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撥款一百萬元資助
建造多功能演講廳，整項工程金額達三百多萬元，並已於 2021 年 5 月完工。本校亦已申請優質教
育基金撥款一百萬元資助提升 24 個課室的教學設備，安裝高清互動電子白板 (SMART Board)，是
項工程預計於今年暑假完結前完成。
五、 未來發展方向
我們將繼續貫徹品學並重的教育方針，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勇於承擔責任，並培養學生積極樂
觀的精神。
暑假已經開始，同學應善用假期，勤於閱讀、溫習及預習，認真完成假期功課，做足防疫措施，勤
做運動，加強抵抗力，保持身心健康。有關暑期注意事項已列於附表(一)，而暑期課程及活動表請參考
附表(二)。在此，本人及全體教職員祝願各家長及子女身心康泰，亦期望同學們能繼續奮發向上，在逆

境中學會自強不息，才能乘風破浪，勇往直前。
特此通告
各家長
梁省德中學校長

植文顯
植文顯先生

附表（一） 暑期注意事項
項目

活動、事項

日期

時間

1

註冊留位

9:00a.m.-4:30p.m.

2

編班公布

3

校服公司派發
／訂購校服

8 月 12 日
(星期五)
或以前
8 月 16 日
(星期二)
8月8日
(星期一)
(升中一領取校服)

8月9日
(星期二)

地點

注意事項及詳情

校務處

請家長把已簽署完成之成績表
交回校務處以完成註冊留位手
續。
9:00a.m.
學校網頁 可於學校網頁查閱編班結果。
http://lstc.edu.hk
9:00a.m.-2:00p.m. 有蓋操場多 1. 未訂造夏季校服的同學可
用途場地
於當天訂造或即時購買(如
有合適呎碼)；
9:00a.m.-1:00p.m.
2. 如當天未領取者， 請致電
35904258 向校服公司查詢。

(升中二至升中六領
取校服)

8 月 26 日
(星期五)

8:30a.m.-2:00p.m.

(升中一領取運動服)

4

商務印書館
派發課本

8 月 26 日
(星期五)

中一級分流時段： 地下玻璃屋 請帶備訂購表格存根 (文本訂
8:30a.m.- 10:00a.m.
購)或出示電話短訊(網上訂購)
中二級分流時段：
以領取所訂購之教科書，領取
10:00a.m.- 11:30a.m.
教科書當天需繳付全數書價，
中三級分流時段：
當天可以現金、信用卡、支付
11:30a.m.- 1:00p.m
寶、微信支付及有效書券繳付
中四級分流時段：
書價。
1:00p.m.- 2:30p.m
中五級分流時段：
2:30p.m.- 4:00p.m
中六級分流時段：
4:00p.m. -5:30p.m.

5

中一迎新日
(2022-23 年度
中一新生)

8 月 20 日
(星期六)

9:00a.m.-12:45p.m.

6

開學日

9月1日
（星期四）

9:00a.m.-12:00noon

禮堂

為使中一新同學及早適應中學
生活，學校於左列日期及時間
舉行迎新日，若教育局在當天
宣佈所有學校停課，活動將會
取消，有關安排請留意學校網
頁公佈或致電學校查詢。
班主任將派發學生相片 1 打，
請將 2 張學生相片交回班主任
備用。

附表（二）暑期課程及活動表
活動及課程

日期

時間

備註
時 間 表 及 測 驗 範 圍 可 到

中六統一測驗

8 月 20 日至 8 月 27 日

https://bit.ly/3PpRNCB 或學校網
頁 (www.lstc.edu.hk)查看

中樂練習

中樂團團員
練習時間表由負責老師

體育訓練（田徑、排球、羽毛
球及籃球）

* 無故缺席的同學，將作曠課處理

另行派發
有關隊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