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out LKKC Library 
Our library maintains more than 20,000 books, fairly 
spread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titles, and 660 
sets of multimedia material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tudents love to use our library services. It is our mission 
to optimize our library facilities and provide a more 
convenient and comfortable environment for our 
students to read and learn independently. We have 
acquired three sets of sofas and two schoolbag storage 
shelves these two years, and added a photocopier to our computer zone. We are also 
committed to seeking advice from various subject panels on how to increase and diversify 
our holdings of subject-based reading materials. Our library prefects always spend their 
recess time providing a wide range of services in the library and maintaining a good reading 
environment for their fellows. 
 
 
 
 
 
 
 
Library Lessons in LKKC 
We conduct library lessons for all S1 students. They learn to 
use our library services and the electronic library system to 
borrow, reserve books and share their book reviews to 
others via online platforms. We also teach our students to 
access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free e-resources and 
use electronic devices to read e-books everywhere at any 
time. Meanwhile, students can discover literary 
masterpieces of different genres and hone their reading 
skills through extra reading lessons run by an external 
service provider. 

 
The Road Ahead 
Many of the programs listed above have recorded positive responses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rates. The strategies are also well received by our students, many of whom even find the 
measures helpful. As an overall assessment, we have witnessed ever-growing interest and habit 
in reading among our students, thus paving way for more successful learning across the whole 
school in future years. 



年度

潘曉峰同學

 屯門區學界手球賽：男子甲組冠軍 
 屯門區學界田徑賽：男子甲組 1500 米 

冠軍及 4X400 米接力冠軍 
 屯門區學界越野跑：個人殿軍、男子甲組 

冠軍 

莊應新同學
 屯門區學界田徑賽：女子甲組鉛球冠軍 
 屯門區學界手球賽：女子甲組冠軍 
 屯門區學界籃球賽：女子甲組季軍 
 全港學界手球精英賽：亞軍 

 
 
 
 
 
 
 
 

年度

林希怡同學

 屯門區學界田徑賽：女子乙組標槍冠軍 
 屯門區學界羽毛球賽：女子乙組冠軍 
 屯門區學界籃球賽：女子乙組亞軍 

劉芷晴同學

劉同學曾是香港三項鐵人的香港代表隊成員 
之一，獲獎無數。茲列如下： 

 2018 Hong Kong ASTC Triathlon Junior 
Asian Championships cum Age Group 
Triathlon Female Junior and Duathlon 
Series - Race 1 Female Elite Junior: 
Champion 

 Hong Kong National Duathlon 
Championships Female Youth Open:  
1st Runner-up 

 Hong Kong Life ASTC Sprint Triathlon 
Asian Cup - Day 1 Female Youth Open: 
2nd Runner-up 

 屯門區學界田徑賽：女子甲組 1500 米冠
軍（破大會紀錄）、800 米冠軍及 4x400 米
接力冠軍 

 屯門區學界越野跑賽：女子甲組冠軍及 
個人冠軍 

 屯門區學界游泳賽：女子甲組 4x50 米 
自由泳接力冠軍、200 米自由泳冠軍及
100 米自由泳亞軍 

傑出運動員簡介

年度
 
 
 
 
 
 
 

梁雅汶同學

 屯門區學界籃球賽：女子乙組殿軍 
 屯門區學界手球賽：女子乙組冠軍 
 屯門區學界田徑賽：女子乙組標槍冠軍 

 
 
 
 
 
 
 
 
 
 

黃文衍同學
 屯門區學界田徑賽：男子乙組標槍冠軍 
 屯門區學界羽毛球賽：男子乙組冠軍 
 2015-2016 全港羽毛球雙打聯賽：男子 

D 組亞軍 
 2015-2016 仁愛堂暑期羽毛球比賽：男子 

青年組單打及雙打冠軍 
 2015-2016 銀章單打羽毛球比賽：16 歲 

以下冠軍 
 2015-2016 大埔區分齡羽毛球比賽：青年

組單打冠軍 

年度

廖俊延同學
 屯門區學界手球賽：男子甲組冠軍 
 屯門區學界田徑賽：男子甲組三級跳遠 

冠軍及 4X100 米接力冠軍 
 全港學界手球精英賽：全港殿軍 
 獲 選 為 屈 臣 氏 集 團 香 港 學 生 運 動 員 獎

2016-2017 

程柏穎同學
 屯門區學界田徑賽：女子甲組跳遠冠軍、

100 米欄亞軍及 4X100 米接力冠軍 
 屯門區學界羽毛球賽：女子甲組冠軍 
 屯門區學界籃球賽：女子甲組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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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曉峰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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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門區學界田徑賽：女子甲組鉛球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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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門區學界籃球賽：女子乙組亞軍 

劉芷晴同學

劉同學曾是香港三項鐵人的香港代表隊成員 
之一，獲獎無數。茲列如下： 

 2018 Hong Kong ASTC Triathlon Junior 
Asian Championships cum Age Group 
Triathlon Female Junior and Duathlon 
Series - Race 1 Female Elite Junior: 
Champion 

 Hong Kong National Duath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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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力冠軍 

 屯門區學界越野跑賽：女子甲組冠軍及 
個人冠軍 

 屯門區學界游泳賽：女子甲組 4x50 米 
自由泳接力冠軍、200 米自由泳冠軍及
100 米自由泳亞軍 

傑出運動員簡介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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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門區學界手球賽：女子乙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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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衍同學
 屯門區學界田徑賽：男子乙組標槍冠軍 
 屯門區學界羽毛球賽：男子乙組冠軍 
 2015-2016 全港羽毛球雙打聯賽：男子 

D 組亞軍 
 2015-2016 仁愛堂暑期羽毛球比賽：男子 

青年組單打及雙打冠軍 
 2015-2016 銀章單打羽毛球比賽：16 歲 

以下冠軍 
 2015-2016 大埔區分齡羽毛球比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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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廖俊延同學
 屯門區學界手球賽：男子甲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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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運動員

馮梓恩同學
 第二十屆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青少年滾軸溜冰邀請賽青年女子組 300 米獲全港第五名、1000 米獲 

全港季軍及 10000 米獲全港殿軍 
 香港速度滾軸溜冰錦標賽女子第五組 500 米全港季軍、1500 米獲全港季軍及 3x250 米接力獲全港 

冠軍 
 2017 年度廣東省速度輪滑錦標賽 300 米獲全港第五名、500 米獲全港殿軍、1000 米獲全港季軍及

3000 米獲全港殿軍 

謝凱晴同學曾經是香港跳繩隊成員之一，其運動成就包括： 
 2018 年度代表香港跳繩隊前往美國參加世界跳繩錦標賽 
 全港跳繩錦標賽 2018 香港特別行政區女子花式賽及速度賽均獲全港冠軍 
 全港精英跳繩比賽 2017 暨香港代表隊選拔賽獲全港亞軍 — 花式及全港亞軍 — 速度；總成績獲全港

季軍 
李巧怡同學現時是香港田徑隊女子青年代表，獲獎無數： 

 2016-17 年度在全港學界精英田徑比賽中獲得女子組 4x100 米全港亞軍及女子跳遠全港第五名 
 2017-18 年度獲粵港澳閩學界埠際田徑錦標賽女子組 100 米季軍、跳遠亞軍、4 x 100 米季軍及 

4 x 400 米亞軍 
 澳門春季田徑公開賽暨粵港澳青少年田徑交流賽女子少年組 100 米季軍 
 2018-19 年度她代表香港參加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田徑邀請賽，獲女子乙組 100 米冠軍及跳遠季軍 
 2019-21 年度獲第 62 屆體育節青少年及兒童田徑日獲女子 U16 跳遠全港冠軍及 100 米全港亞軍 
 2020-21 年度獲季前田徑測試賽 2021 女子公開組跳遠全港亞軍 
 ASICS 香港田徑系列賽 一 女子 U20 組 100 米全港亞軍及跳遠全港冠軍 
 ASICS 香港青少年分齡田徑錦標賽 2020 獲女子 A2 組 200 米、跳遠全港冠軍及 100 米全港亞軍 
 ASICS 香港田徑系列賽三獲女子 U20 組 100 米全港亞軍及跳遠全港冠軍 
 入選香港田徑代表隊及香港體育學院精英運動員 
 她現時是香港女子青少年跳遠全港排名第一及 100 米全港排名第二。她將代表香港參加中華人民 

共和國第十四屆運動會、第十八屆世界中學生運動會及亞洲青年田徑錦標賽 

何穎詩同學於 2017-2021 年度在香港體育學院精英運動員（滑冰）獲獎學金接受精英培訓。成績卓越，
現玆列部份如下： 

 2015-16: - Asian Junior Figure Skating Challenge in Bangkok, Thailand – Novice Girls – Champion 
 Asian Junior Figure Skating Challenge in Hong Kong - Novice Girls - 1st runner up 
 2016-17: - Asian Open Figure Skating Trophy （亞洲錦標賽） - Novice Girls – 2nd runner up 
 Asian Junior Figure Skating Challenge in Qingdao - Novice Girls – Champion 
 Hong Kong Figure Skating and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Championship（香港花樣滑冰及短跑道速度 

滑冰錦標賽）- Novice Girls - Champion 
 2018 Asian Junior Figure Skating Challenge in Thailand - Junior Ladies - 2nd runner up 
 Asian Junior Figure Skating Challenge in Hong Kong - Novice Girls - Champion 
 Asian Junior Figure Skating Challenge in Hangzhou - Novice Girls - Champion 
 Asian Junior Figure Skating Challenge in Thailand - Junior Ladies - 5th place 

葛量洪傑出運動員獎

李芷欣同學獲葛量洪學

界單項傑出運動員獎 — 手
球。她的運動成就包括： 

 屯 門 區 學 界 籃 球 賽 
女子甲組季軍及手球

賽：子甲組冠軍 
 全 港 學 界 手 球 精 英

賽：亞軍 
 2017-2018 年度代表

香 港 手 球 隊 前 赴 捷 克 布 拉 格 參 加 手 球 
分齡賽 U17 小組：第五名 

 7th Asian Women’s Youth Championship 
U17：第六名 

 2017 年度香港手球聯賽女子甲二組：殿軍 

胡一明同學獲葛量洪學界傑出運動員獎學界

十優運動員獎，是本校第一位運動員獲此殊榮。

他的運動成就包括： 

 

 

 

 

 

 

 
 

 屯門區學界田徑賽：男子甲組 400 米欄 
冠軍、跳遠冠軍及 4x400 米接力冠軍（破

大會紀錄）  
 屯門區學界游泳賽：男子甲組 4x50 米 

四式接力冠軍、50 米及 100 米蛙泳亞軍 
 屯門區學界手球賽：男子甲組冠軍 
 屯門區學界越野賽：男子甲組冠軍 
 全港學界手球精英賽：殿軍 
 ASICS Hong Kong Athletic CCCC 

Championships 400m hurdle: Ranking No. 5 

朱詩詩同學獲葛量洪學界單項傑出運動員獎 
— 女子田徑。 
她的運動成就包括： 

 屯門區學界田徑賽：女子甲組 100 米欄 
冠軍（破大會記錄）、400 米冠軍及 4x400
米接力冠軍、越野跑賽女子甲組冠軍及 
個人第五名 

 Pre-season Trial One 2019 季前賽：400
米欄季軍 

 Hong Kong Athletics Series 2018-Series 2: 
100 米欄第五名 

 ASICS Hong Kong Junior Age group 
Athletic Championships 2018：400 米欄 
第一名 

 代表香港田徑隊參加 2019 亞洲少年田徑

錦標賽：400 米欄第九名 
 2018 香港城市挑戰賽：400 米欄第六名 
 2018 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R2：女乙

400 米亞軍 
 2018 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賽：100 米欄 

亞軍 
 Hong Kong Athletic Series 2018 —  

series 3 : 400 米欄公開組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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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運動員

馮梓恩同學
 第二十屆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青少年滾軸溜冰邀請賽青年女子組 300 米獲全港第五名、1000 米獲 

全港季軍及 10000 米獲全港殿軍 
 香港速度滾軸溜冰錦標賽女子第五組 500 米全港季軍、1500 米獲全港季軍及 3x250 米接力獲全港 

冠軍 
 2017 年度廣東省速度輪滑錦標賽 300 米獲全港第五名、500 米獲全港殿軍、1000 米獲全港季軍及

3000 米獲全港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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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 年度她代表香港參加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田徑邀請賽，獲女子乙組 100 米冠軍及跳遠季軍 
 2019-21 年度獲第 62 屆體育節青少年及兒童田徑日獲女子 U16 跳遠全港冠軍及 100 米全港亞軍 
 2020-21 年度獲季前田徑測試賽 2021 女子公開組跳遠全港亞軍 
 ASICS 香港田徑系列賽 一 女子 U20 組 100 米全港亞軍及跳遠全港冠軍 
 ASICS 香港青少年分齡田徑錦標賽 2020 獲女子 A2 組 200 米、跳遠全港冠軍及 100 米全港亞軍 
 ASICS 香港田徑系列賽三獲女子 U20 組 100 米全港亞軍及跳遠全港冠軍 
 入選香港田徑代表隊及香港體育學院精英運動員 
 她現時是香港女子青少年跳遠全港排名第一及 100 米全港排名第二。她將代表香港參加中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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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穎詩同學於 2017-2021 年度在香港體育學院精英運動員（滑冰）獲獎學金接受精英培訓。成績卓越，
現玆列部份如下： 

 2015-16: - Asian Junior Figure Skating Challenge in Bangkok, Thailand – Novice Girls – Champion 
 Asian Junior Figure Skating Challenge in Hong Kong - Novice Girls - 1st runner up 
 2016-17: - Asian Open Figure Skating Trophy （亞洲錦標賽） - Novice Girls – 2nd runner up 
 Asian Junior Figure Skating Challenge in Qingdao - Novice Girls – Champion 
 Hong Kong Figure Skating and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Championship（香港花樣滑冰及短跑道速度 

滑冰錦標賽）- Novice Girls - Champion 
 2018 Asian Junior Figure Skating Challenge in Thailand - Junior Ladies - 2nd runner up 
 Asian Junior Figure Skating Challenge in Hong Kong - Novice Girls - Champion 
 Asian Junior Figure Skating Challenge in Hangzhou - Novice Girls - Champion 
 Asian Junior Figure Skating Challenge in Thailand - Junior Ladies - 5th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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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跳遠冠軍及 4x400 米接力冠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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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門區學界游泳賽：男子甲組 4x5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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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詩詩同學獲葛量洪學界單項傑出運動員獎 
— 女子田徑。 
她的運動成就包括： 

 屯門區學界田徑賽：女子甲組 100 米欄 
冠軍（破大會記錄）、400 米冠軍及 4x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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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米欄第五名 

 ASICS Hong Kong Junior Age group 
Athletic Championships 2018：400 米欄 
第一名 

 代表香港田徑隊參加 2019 亞洲少年田徑

錦標賽：400 米欄第九名 
 2018 香港城市挑戰賽：400 米欄第六名 
 2018 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R2：女乙

400 米亞軍 
 2018 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賽：100 米欄 

亞軍 
 Hong Kong Athletic Series 2018 —  

series 3 : 400 米欄公開組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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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隊 
初期的泳隊只有八位成員，但隨著比賽制度的改變，泳隊已成為本校的一支勁隊，人數亦增加了

不少！由於大部分隊員都有自己所屬的泳會，因此他們從不需要我們費神及操心，他們的自律性

也是最高的！ 
 
 
 
 
 
 
 
 
 

成為泳隊的成員是我最感自豪的一件事，因為我 
可以透過比賽，與其他學校的泳隊作良性的競爭，

而且還可以為學校爭光！                     4C 曾曾柏柏朗朗 

我很慶幸自己能夠成為泳隊的一分

子，因為泳隊令我感到光榮，更令我

明白到很多人生的哲理。儘管每天的

訓練十分艱辛，但已成為我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大家一起為比賽

而奮鬥，一起為學校爭光。「團結就

是力量」這句話形容梁銶琚中學的 
泳隊是最貼切不過。 2C 顧顧梓梓廷廷 

梁中校隊
本校體育校隊成立已有三十多年，看著每一位運動員從成長中學習，是老師及教練們的心願。透

過平日艱苦的練習可以鍛鍊他們的鬥志、耐力及堅忍，通過比賽可以讓他們勇於面對挑戰及發揮

團結的精神，增進隊友之間的友誼、繼而對學校產生歸屬感。 
 
田徑及越野跑隊
田徑及越野跑隊是本校規模最龐大的校隊（共有七位教練及約六十名隊員）。每年學界比賽，教練

及隊員都只有一個共同目標，就是突破自己。 

  

 

 

 

 

 

 

 
  

 

    
 

I am so honoured that I can be one of the members of 
LKKC track and field team.  Although our practices are 
hard but full of happiness. I really hope that the current 
pandemic situation will get better and our team can 
practice as normal.                                      2C 陳陳卓卓妍妍 

田徑隊是梁中的一個大家庭，與 
隊友一同練習，能磨練自我，同時
還可以結識不同級別的隊員；我很
榮幸能成為其中的一分子。                 

5C 陳陳崇崇安安 

越野比賽除了可爭取個人成績外，其實每
一組別必須派六位選手參賽，所以要透過
團隊合作及共同努力才可獲取得該組 
冠軍。在比賽的過程中，不能輕易放棄， 
因為只要你放慢一點腳步，其後的路程就
會很艱難。因此，我從中學習到，人生 
其實與越野跑一樣要向前看，不能讓自己
懶惰和半途而廢！  4A 陳陳秋秋圯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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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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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隊
 
 

 

 

 

 

 

 

 

 

 

 

 

 

 

 

 

 

 

 

 

 

 

 

 

 

 

 

 

 

 

 

這數年，女子籃球隊的表現大致上 
平穩，雖然在邁向冠軍仍然有一段 
距離，但她們漸漸將距離縮短；希望

她們最終能夠成功！至於男子籃球隊

的成績已不如從前，但憑著大家的 
努力，一定有所突破，期待著！很 
高興能以校友身分回母校執教，希望

能將「飲水思源」這信念傳承下去。

看見師弟師妹們，不論在球技上或是

待人處事上都不斷成長，感到十分欣

慰。                                 教教練練 陳陳顯顯靜靜 
 

始於美好；結於領悟。 
成功在於不停步，六年的堅持 ─ 是 
隊友和教練的陪伴；是自己對初衷和

信念的重視。順遂的時候不得意 
忘形；挫敗的時候不自暴自棄，一切

處境都以平常心。但願往後都瞄準 
人生大大小小的籃框，帶球衝刺， 
屢敗屢試。 6B 盧盧曉曉慧慧 

I am glad that I joined the basketball team. I love 
to play basketball with our teammates. Training 
may be hard, but it also gives me a very 
memorable time.                            5C Cherry Mai   
 

手球隊 

 
 
 
 
 
 
 
 
 
 
 
 
 
 
 
 
 
 
 
 
 
 
 
 
 
 

這五年艱苦的鍛鍊換來豐盛的收穫，是 

教練團、師兄師姐及各球員的努力成果。

男子組能在全港手球精英賽中躋身四強，

打出名堂；女子組亦能在全港手球精英賽

中連續獲取亞軍，真的得來不易！由球員

到教練，在梁銶琚手球隊已 20 年了。 

感激曹老師當年的信任，讓我畢業後返回

母校執教，展開十多年的教練生涯。 

梁銶琚手球隊不只是一隊球隊，更是一個

大家庭。每逢比賽，定必總動員到場 

支持；過時過節又會聚首一堂。任教 

多年，令我最深刻的不是獲得甚麼獎項，

而是在寒冬中仍堅持練習，最後一起喝杯

熱朱古力取暖，這一切亦會成為我們珍貴

的回憶。球隊的宗旨不在於勝利，而是在

於承傳。時至今日，仍有不少畢業多年的

師兄師姐回來指導師弟師妹們，為的是 

可以回饋母校，希望手球隊能薪火相傳，

一代一代延續下去！           總總教教練練  余余炳炳燊燊    
                                  

梁銶琚手球隊是一個大家庭，我很高興能成為其中的

一分子，並以校友教練的身分傳承手球知識與熱誠。

即使今年疫情影響下，大家未能如常比賽及練習， 
但希望這個大家庭的成員能互相勉勵，裝備自己應對

未來的挑戰。                                              教教練練 周周芷芷瑩瑩                                                          

有幸可以以教練的身分回到這裏，希望能將所學的 
傳承下去，薪火相傳。縱使今年情況嚴峻，但球員們

亦積極尋找方法保持狀態。希望未來若遇到困難亦能

迎難而上。                                             教教練練 李李偉偉恆恆 

我不強，但我們很強。指的不只是球場上

的七位正選，而是一個七十人的大家庭，

是我們渴望勝利的延續，更是追求精神的

傳承。相信那永不磨滅的鼓勵，永不退縮

的勇氣，永不分離的陪伴，能讓手球隊的

未來造就更璀燦的光芒。或許我真的 
不強，但梁銶琚女手卻很強。   4D 楊楊寧寧生生 

Met my very first friends in LKKC in the handball team. 
They have been my companions in training and 
studies ever since. Glad to have them around in these 
6 years.                                                6A Jeanny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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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隊
 
 

 

 

 

 

 

 

 

 

 

 

 

 

 

 

 

 

 

 

 

 

 

 

 

 

 

 

 

 

 

 

這數年，女子籃球隊的表現大致上 
平穩，雖然在邁向冠軍仍然有一段 
距離，但她們漸漸將距離縮短；希望

她們最終能夠成功！至於男子籃球隊

的成績已不如從前，但憑著大家的 
努力，一定有所突破，期待著！很 
高興能以校友身分回母校執教，希望

能將「飲水思源」這信念傳承下去。

看見師弟師妹們，不論在球技上或是

待人處事上都不斷成長，感到十分欣

慰。                                 教教練練 陳陳顯顯靜靜 
 

始於美好；結於領悟。 
成功在於不停步，六年的堅持 ─ 是 
隊友和教練的陪伴；是自己對初衷和

信念的重視。順遂的時候不得意 
忘形；挫敗的時候不自暴自棄，一切

處境都以平常心。但願往後都瞄準 
人生大大小小的籃框，帶球衝刺， 
屢敗屢試。 6B 盧盧曉曉慧慧 

I am glad that I joined the basketball team. I love 
to play basketball with our teammates. Training 
may be hard, but it also gives me a very 
memorable time.                            5C Cherry Mai   
 

手球隊 

 
 
 
 
 
 
 
 
 
 
 
 
 
 
 
 
 
 
 
 
 
 
 
 
 
 

這五年艱苦的鍛鍊換來豐盛的收穫，是 

教練團、師兄師姐及各球員的努力成果。

男子組能在全港手球精英賽中躋身四強，

打出名堂；女子組亦能在全港手球精英賽

中連續獲取亞軍，真的得來不易！由球員

到教練，在梁銶琚手球隊已 20 年了。 

感激曹老師當年的信任，讓我畢業後返回

母校執教，展開十多年的教練生涯。 

梁銶琚手球隊不只是一隊球隊，更是一個

大家庭。每逢比賽，定必總動員到場 

支持；過時過節又會聚首一堂。任教 

多年，令我最深刻的不是獲得甚麼獎項，

而是在寒冬中仍堅持練習，最後一起喝杯

熱朱古力取暖，這一切亦會成為我們珍貴

的回憶。球隊的宗旨不在於勝利，而是在

於承傳。時至今日，仍有不少畢業多年的

師兄師姐回來指導師弟師妹們，為的是 

可以回饋母校，希望手球隊能薪火相傳，

一代一代延續下去！           總總教教練練  余余炳炳燊燊    
                                  

梁銶琚手球隊是一個大家庭，我很高興能成為其中的

一分子，並以校友教練的身分傳承手球知識與熱誠。

即使今年疫情影響下，大家未能如常比賽及練習， 
但希望這個大家庭的成員能互相勉勵，裝備自己應對

未來的挑戰。                                              教教練練 周周芷芷瑩瑩                                                          

有幸可以以教練的身分回到這裏，希望能將所學的 
傳承下去，薪火相傳。縱使今年情況嚴峻，但球員們

亦積極尋找方法保持狀態。希望未來若遇到困難亦能

迎難而上。                                             教教練練 李李偉偉恆恆 

我不強，但我們很強。指的不只是球場上

的七位正選，而是一個七十人的大家庭，

是我們渴望勝利的延續，更是追求精神的

傳承。相信那永不磨滅的鼓勵，永不退縮

的勇氣，永不分離的陪伴，能讓手球隊的

未來造就更璀燦的光芒。或許我真的 
不強，但梁銶琚女手卻很強。   4D 楊楊寧寧生生 

Met my very first friends in LKKC in the handball team. 
They have been my companions in train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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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隊 
 

 

 

 

 

 

 

 

 

 

 

 

 

 

 

 

 

 

 

 

 

 

 

 

 

 

 

 

 

 

 

 

羽毛球隊在練習上往往都有一定的困難， 
例如球員來自不同的球會，要集合他們練習

都要花費許多功夫；再加上場地的不足令 
練習時很有難度；可是大家都沒有怨言， 
希望日後在場地上有所改善。 
作為校友對母校有著濃厚感情，十分榮幸能

夠薪火相傳地擔任校隊教練。見證著隊員間

融洽相處，共同力求進步，盡自己所能為我

校爭取佳績，希望隊員們往後繼續努力 
練習，而我校羽毛球隊亦能再創高峰！                                             

教教練練 羅羅俊俊灝灝                                                                         

羽毛球隊的隊員十分團結並能互相幫助，我很

高興能加入羽毛球隊，並認識了一班同樣熱愛

打羽毛球的朋友！                           3A 李李詠詠欣欣 

LKKC’s badminton 
team is a warm 
family. We have the 
best coach and the 
best teammates. 
I’m honoured to be 
a member of this 
delightful team!                                     

4D Elly Shek 

排球隊 
近這五年男子排球隊經歷過高低起跌，在校友黃碩賢及郭宇恆的帶領下，出現了一批熱愛排球的

運動員，且看他們對校隊的看法： 

 

 

 

 

 

 

 

 

 

 

 

 

 

 
 
 
 
 
 
 
 
 
 
 
 
 
 
 
 
 
 
 
 

排球隊的兩位教練很用心，隊友亦很認真

及積極參與，大家相處樂也融融，氣氛十

分良好！最重要是使我能體會團隊的合作

精神，隊友們在我很失落的時候，陪伴我

與我共渡難關，多謝他們！    5C 陳陳珏斌斌 

I have been in the volleyball team for five 
years since I study in LKKC. This team made 
me improve myself constantly and work 
harder at school. Words can't express how 
grateful I am.                           5B Momo 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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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隊的兩位教練很用心，隊友亦很認真

及積極參與，大家相處樂也融融，氣氛十

分良好！最重要是使我能體會團隊的合作

精神，隊友們在我很失落的時候，陪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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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been in the volleyball team for five 
years since I study in LKKC. This team made 
me improve myself constantly and work 
harder at school. Words can't express how 
grateful I am.                           5B Momo 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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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隊 
現時乒乓球隊是由校友李澤來及林逸榮負責，在他們的領導下，球隊更團結及更有氣氛。多年來

乒乓球隊在屯門區學界比賽都有不俗的成績，希望大家繼續努力下去！ 
   
 
 
 
 

It will always be my honour to be one of the 
table tennis team members, not only 
because we have achieved satisfying 
results, but also because we have brilliant 
teamwork. In the face of future challenges, 
we will continue to try our best and achieve 
more.                      5C Cheung Cheuk Hin 

我是在中一時第一次接觸乒乓球，起初我 
以為會因為實力稍遜而不被重用；相反大家

將學會的都傳授給我，所以很高興能加入這

大家庭！ 5D 何何藹藹洳洳 

在這個團隊中，氣氛十分融洽，隊友亦 
互相提點，令大家都樂於參與訓練及全情

投入這項運動。 3C 李李商商賢賢 

乒乓球隊的氣氛十分和諧，成員互相學習及

互補不足。教練團的亦師亦友及指導令我很

佩服！ 5A 阮阮程程軒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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