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會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學生會成立於二零

零零年，旨在提供機會讓同學為校園中的各

位服務，藉此發揮領袖才能及組識能力，為

同學爭取更多福利及舉辦各類型的活動供同

學在課餘時間參與，使同學的校園生活更多

姿多采，並建立同學與校方間的橋樑，使校

方更明白同學最貼切的需要。學生會成立至

今已運作二十年，一直以來各位幹事緊守崗

位，秉承著歷屆學生會優良傳統，盡心盡力

的為同學帶來更美好的校園生活。 
 

 

 

 

 

 

 

 

 

康樂活動
為豐富同學的校園生活，舉辦了各式各樣的康樂活動，各活動亦深受同學喜愛。 
 
福利服務

學生會福利部一直盡最大努力為同學謀求不同福利，希望使同學的校園生活更便利，滿足同學大

部分需要。 
 

公益活動

多屆學生會亦有舉辦便服日以向慈善機構捐款，感受有別於日常的校園。近年的便服日更設於與

聖誕聯歡會同日進行，吸引更多同學積極籌款，熱心公益，並趁機在聯歡會中玩得更盡興。 

 

 

近年學生會及主席芳名

年 度 學生會 主 席 

2020-2021 Aurora 林靖翹 
2019-2020 Harmony.us 梁巧澄 
2018-2019 NOVA 凌浩源 
2017-2018 Claris 譚朗軒 
2016-2017 Avalon 蘇文杰 

年度學生會 
 

課外活動組

工作目標

為了讓學生身心得到均衡的發展，和有多姿多采的校

園生活，本校課外活動甚為多元化，活動能涵蓋學術、

服務、體育、紀律隊伍、資訊科技、藝術及興趣等類別。 

⚫ 補充及加強課堂經驗，使教學效果更臻完美。 

⚫ 培養學生多方面的興趣，發掘潛能，豐富人生。 

⚫ 訓練學生領導材能，為承擔更大之責任作好準備。 

⚫ 促進師生之間的溝通與接觸，增加彼此的了解。 

宗旨

⚫ 培養學生多方面的興趣，豐富他們的課餘生活，令

學生身心得到均衡發展。 

⚫ 讓學生的智能和體能得到良好的發展。 

⚫ 幫助學生養成良好品格，提高他們待人處事的能

力。 

⚫ 增進學生之間的感情，促進師生之間的溝通，從而

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培養優良的校風。 

工作

⚫ 負責全校學會會員的招募及編製學會的會員名

單； 

⚫ 審核各學會之全年活動計畫及財政預算； 

⚫ 組織及推廣課外活動； 

⚫ 監察、督導及協調各項課外活動； 

⚫ 檢討全年全校之課外活動計畫、管理及實施的方

法； 

⚫ 調配學校資源以配合各項活動； 

⚫ 推行全校大型活動，包括陸運會、班際演藝比賽、

嘉年華會、聖誕聯歡會、活動日等； 

⚫ 全校中一學生一生一體藝計劃。 

對學生的期望

⚫ 突破自己，作出多方面嘗試，擴闊視野，發掘自己

的潛能； 

⚫ 互勵互勉，透過集體活動，學習人際溝通技巧，建

立同學間真摯的情誼； 

⚫ 培養盡力盡責的好品格，做個有承擔的好青年； 

⚫ 上下一心，互助互愛，活出「梁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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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學生會成立於二零

零零年，旨在提供機會讓同學為校園中的各

位服務，藉此發揮領袖才能及組識能力，為

同學爭取更多福利及舉辦各類型的活動供同

學在課餘時間參與，使同學的校園生活更多

姿多采，並建立同學與校方間的橋樑，使校

方更明白同學最貼切的需要。學生會成立至

今已運作二十年，一直以來各位幹事緊守崗

位，秉承著歷屆學生會優良傳統，盡心盡力

的為同學帶來更美好的校園生活。 
 

 

 

 

 

 

 

 

 

康樂活動
為豐富同學的校園生活，舉辦了各式各樣的康樂活動，各活動亦深受同學喜愛。 
 
福利服務

學生會福利部一直盡最大努力為同學謀求不同福利，希望使同學的校園生活更便利，滿足同學大

部分需要。 
 

公益活動

多屆學生會亦有舉辦便服日以向慈善機構捐款，感受有別於日常的校園。近年的便服日更設於與

聖誕聯歡會同日進行，吸引更多同學積極籌款，熱心公益，並趁機在聯歡會中玩得更盡興。 

 

 

近年學生會及主席芳名

年 度 學生會 主 席 

2020-2021 Aurora 林靖翹 
2019-2020 Harmony.us 梁巧澄 
2018-2019 NOVA 凌浩源 
2017-2018 Claris 譚朗軒 
2016-2017 Avalon 蘇文杰 

年度學生會 
 

課外活動組

工作目標

為了讓學生身心得到均衡的發展，和有多姿多采的校

園生活，本校課外活動甚為多元化，活動能涵蓋學術、

服務、體育、紀律隊伍、資訊科技、藝術及興趣等類別。 

⚫ 補充及加強課堂經驗，使教學效果更臻完美。 

⚫ 培養學生多方面的興趣，發掘潛能，豐富人生。 

⚫ 訓練學生領導材能，為承擔更大之責任作好準備。 

⚫ 促進師生之間的溝通與接觸，增加彼此的了解。 

宗旨

⚫ 培養學生多方面的興趣，豐富他們的課餘生活，令

學生身心得到均衡發展。 

⚫ 讓學生的智能和體能得到良好的發展。 

⚫ 幫助學生養成良好品格，提高他們待人處事的能

力。 

⚫ 增進學生之間的感情，促進師生之間的溝通，從而

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培養優良的校風。 

工作

⚫ 負責全校學會會員的招募及編製學會的會員名

單； 

⚫ 審核各學會之全年活動計畫及財政預算； 

⚫ 組織及推廣課外活動； 

⚫ 監察、督導及協調各項課外活動； 

⚫ 檢討全年全校之課外活動計畫、管理及實施的方

法； 

⚫ 調配學校資源以配合各項活動； 

⚫ 推行全校大型活動，包括陸運會、班際演藝比賽、

嘉年華會、聖誕聯歡會、活動日等； 

⚫ 全校中一學生一生一體藝計劃。 

對學生的期望

⚫ 突破自己，作出多方面嘗試，擴闊視野，發掘自己

的潛能； 

⚫ 互勵互勉，透過集體活動，學習人際溝通技巧，建

立同學間真摯的情誼； 

⚫ 培養盡力盡責的好品格，做個有承擔的好青年； 

⚫ 上下一心，互助互愛，活出「梁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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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電視台
校園電視台於 2018年，透過優質教育基金贊助設立，由校內影像媒體製作組轉型。
校園電視台希望透過影像媒體製作，讓同學擴闊視野，展現不同的能力。  
讓同學發揮創意

參加不同的影片製作比賽，讓同學體驗拍攝影片的各個階段前期計畫、幕前演
出、拍攝剪接及後期製作。 

發聲關心社會及校園生活
 
 
  
 
  
 
  
 
  
 
  
支援科組及學會活動

科組透過校園電視台支援下，拍攝教學短片。 

 

 

 

 

   
 
此外，多項校內重要活動也經校園電視台錄製及播放，如 2020-2021開學禮、中六家長晚會等。 
 
 
 
 
 
 
培養同學領導、策劃及組織能力

每段影片都需要同學合作方能誕生的心血結晶，過程中學習到領導、策劃及組織能力。 
 

與英文校報 What’s up 合作， 

訪問新入職老師。 
梁中檔案之陸運會與我 ─ 訪問老師、 

四社社長、社員、運動員及校友， 
讓梁中同學認識陸運會中不同角色的故事。 

校友分享日訪問，訪問校友分享投身 
社會後的所見所聞，也回憶梁中 

為他們帶來的成長。 

Common laboratory accidents 
讓每年修讀科學科課目的同學重溫 
實驗室安全守則及應對意外的方法。 

 

I won’t write it again 
以短劇形式，提醒同學 

於英文寫作時常犯的文法錯誤。 

粵粵講講粵粵正正  
透過指正及示範， 

糾正同學的懶音及誤讀。 

於 2019 冠狀病毒疫情下，校園電視台負責各項週會直播。 播放 2020-21年度開學禮 

6C 李逸謙 2019-20 年度校園電視台主席  
校園電視台每一條影片的製作，除了拍攝及 
後期製作，背後還講求成員之間的互相溝通。
成員們需互相合作，一起討論和制訂拍攝方
案，過程中所學到的組織能力，都對成員將來
投身社會時有所幫助。 

 

4B 胡筱晴                    2020-21 年度校園電視台主席  
拍攝節目需要時間和耐心，更需要的是溝通。拍攝一個節目需要
前期詳細的設計，講求導演與演員的配合，以及和後期剪接人員
溝通，才能表達想要的畫面。整個拍攝的過程都在與不同的人溝
通配合。 
拍攝節目耗用時間嗎？或者不能用「耗用」一詞。從這些拍攝的
機會中，除了時間的付出，更是能收穫與人交際的能力和經驗。 

 

四四 社社

文 社   
校訓中的「文」字代表多聞好學，指的是多問、多聽、多

汲取各方面知識和孜孜不倦的學習態度。歷年來，眾文社

社員均繼承了積極進取的美德，不單成為體育及文藝的精

英，多年來更為文社取得彪炳的成績。 

行 社   
校訓中的「行」字可解作行動，因此每位行社社員都是行

動派，任何時候都盡心盡力協助和參與行社的活動。社員

盡其在我，把平日所學實踐出來，行社就是為了這宗旨而

生。 

忠 社   
校訓中的「忠」字代表勤懇負責，盡心盡力去做好每件事。

忠社的社員緊守著這個態度，一直以來都盡力，發揮到最

好，為社爭取佳績。從開校至今，社員同心協力，在體育

或文藝方面，均創出美麗的神話。 
 
 

信 社   
校訓中的「信」字，代表誠實互敬。一直以來，信社社員堅守

信念，不論社內社外，都做好本份，竭盡所能，清除面前障礙，

把事情做得圓滿。信社人才輩出，在德、智、體、群、美各方

面均有出色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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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電視台
校園電視台於 2018年，透過優質教育基金贊助設立，由校內影像媒體製作組轉型。
校園電視台希望透過影像媒體製作，讓同學擴闊視野，展現不同的能力。  
讓同學發揮創意

參加不同的影片製作比賽，讓同學體驗拍攝影片的各個階段前期計畫、幕前演
出、拍攝剪接及後期製作。 

發聲關心社會及校園生活
 
 
  
 
  
 
  
 
  
 
  
支援科組及學會活動

科組透過校園電視台支援下，拍攝教學短片。 

 

 

 

 

   
 
此外，多項校內重要活動也經校園電視台錄製及播放，如 2020-2021開學禮、中六家長晚會等。 
 
 
 
 
 
 
培養同學領導、策劃及組織能力

每段影片都需要同學合作方能誕生的心血結晶，過程中學習到領導、策劃及組織能力。 
 

與英文校報 What’s up 合作， 

訪問新入職老師。 
梁中檔案之陸運會與我 ─ 訪問老師、 

四社社長、社員、運動員及校友， 
讓梁中同學認識陸運會中不同角色的故事。 

校友分享日訪問，訪問校友分享投身 
社會後的所見所聞，也回憶梁中 

為他們帶來的成長。 

Common laboratory accidents 
讓每年修讀科學科課目的同學重溫 
實驗室安全守則及應對意外的方法。 

 

I won’t write it again 
以短劇形式，提醒同學 

於英文寫作時常犯的文法錯誤。 

粵粵講講粵粵正正  
透過指正及示範， 

糾正同學的懶音及誤讀。 

於 2019 冠狀病毒疫情下，校園電視台負責各項週會直播。 播放 2020-21年度開學禮 

6C 李逸謙 2019-20 年度校園電視台主席  
校園電視台每一條影片的製作，除了拍攝及 
後期製作，背後還講求成員之間的互相溝通。
成員們需互相合作，一起討論和制訂拍攝方
案，過程中所學到的組織能力，都對成員將來
投身社會時有所幫助。 

 

4B 胡筱晴                    2020-21 年度校園電視台主席  
拍攝節目需要時間和耐心，更需要的是溝通。拍攝一個節目需要
前期詳細的設計，講求導演與演員的配合，以及和後期剪接人員
溝通，才能表達想要的畫面。整個拍攝的過程都在與不同的人溝
通配合。 
拍攝節目耗用時間嗎？或者不能用「耗用」一詞。從這些拍攝的
機會中，除了時間的付出，更是能收穫與人交際的能力和經驗。 

 

四四 社社

文 社   
校訓中的「文」字代表多聞好學，指的是多問、多聽、多

汲取各方面知識和孜孜不倦的學習態度。歷年來，眾文社

社員均繼承了積極進取的美德，不單成為體育及文藝的精

英，多年來更為文社取得彪炳的成績。 

行 社   
校訓中的「行」字可解作行動，因此每位行社社員都是行

動派，任何時候都盡心盡力協助和參與行社的活動。社員

盡其在我，把平日所學實踐出來，行社就是為了這宗旨而

生。 

忠 社   
校訓中的「忠」字代表勤懇負責，盡心盡力去做好每件事。

忠社的社員緊守著這個態度，一直以來都盡力，發揮到最

好，為社爭取佳績。從開校至今，社員同心協力，在體育

或文藝方面，均創出美麗的神話。 
 
 

信 社   
校訓中的「信」字，代表誠實互敬。一直以來，信社社員堅守

信念，不論社內社外，都做好本份，竭盡所能，清除面前障礙，

把事情做得圓滿。信社人才輩出，在德、智、體、群、美各方

面均有出色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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