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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雄校長
誰是真 正 贏 家

 近年來，很多父母都喜歡說這樣的一

句話：「讓孩子贏在起跑線上。」因此，

坊間各式各樣的興趣班、培訓班、補習

班……大行其道，學習對象由一歲多至高

中生，如雨後春筍，甚受香港的父母愛戴。但是那句說話卻值得我們深思：小孩子的人生，真的畫有

一條起跑線嗎？假如有，他們應當怎樣起跑？他們的路程要跑多遠？於一百公尺衝線？還是一場馬拉

松呢？

 最近，我在北京師範大學聽了陳鎖明院長(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培訓學院)的一節課，深深認同他對

兒童學習的描述：「兒童學習就好比在比賽穿越一片玉米地。首先，要比誰穿越得快，這是比速度；

其次，要比誰在穿越的時候摘得的玉米多，這是比結果、比效益；再者，要比誰在穿越以後，身上被

玉米葉割破的傷口少，這是比安全。在任何時候，學習都不能只顧一項指標，只有實現整體優化，才

能高效和持續。」

 在孩子成長學習的過程中，很多家長都只注意他們在學習上的成績表現，不斷催促孩子快快學

習，快快長大，甚至揠苗助長。他們這種一孔之見，只會適得其反。正如教育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曾說：「大自然希望兒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兒童的樣子。如果我們人為地打亂這個次序，就

會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子，他們長得既不豐滿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會腐爛；我們將造就一些年紀輕輕

的博士和老態龍鍾的兒童。」

 對於孩子來說，若要達到全人發展，家長必須注重他們的根本：道德價值觀、情緒管理、社交技

巧、溝通能力、人際關係等，委實非常重要。有了良好的根基，

孩子便會對自然世界、人類世界擁有一顆好奇心，以及求知和探

索的欲望，總想知道――這是甚麼？那是甚麼？為甚麼？這些是

推動孩子不斷向前，不斷獲得知識，不斷增進個人經驗與能力的

動力及泉源。孩子信任成人世界，能助人、會分享、有同情心，

形成積極主動、樂觀開朗的人生態度，以及友善和進取的性格特

點。

 家長要堅守的重要原則，並非孩子是否先站於起跑線，反而

要看顧他們不跑偏、不跑錯道。要知道贏在開端不算甚麼，可以

走到最後，笑到最後的那個，才是真正的贏家！

誰誰誰

 近年來，很多父母都喜歡說這樣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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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周年慶銀禧活動一覽表

陳惠儀老師、鍾容娥老師、曾瑞心主任

 今年是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慶祝25周年銀禧紀念,本校自
1989年創校以來,一直秉承校訓「勤孝友誠」的辦學宗旨，廣栽桃
李，培育人才。
 隨着社會不斷進步，校友會小學一直堅持「全人教育」的理
念，以培育學生有正確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觀，讓他們發揮個
人潛能，日後成為具備有知識技能，能獨立思考、勇於承擔責任
和貢獻社會的好公民。
     畢業於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的學生多如恆河沙數，專

業人材輩出。適逢本校25周年紀念，我們藉此回顧昔日點
滴，讓各位校友、師弟師妹重溯多年珍貴的時光。

 希 望 今 後 本 校 師 生 、 校 友 能 繼 續 延 續 那 份
「勤、孝、友、誠」的精神，以作社會楝樑為

己任，積極回饋，為社會增添無限正能
量。

慶祝25周年紀念感言

日    期 項    目

11月1日-11月22日 慶銀禧填色比賽(視藝科)

11月18日-12月18日 慶銀禧寫作比賽(英文科)

12月8日 慶銀禧步行籌款(屬校)

12月22 - 23日 慶銀禧聯校露營(幼童軍)

1月6-17日 慶銀禧寫作比賽(中文科)

2月10日-3月14日 慶銀禧舊曲新詞親子創作比賽(音樂科)

3月20-21日 慶銀禧屬校運動日(屬校)

5月12-16日 慶銀禧數學攤位遊戲(數學科)

6月下旬 慶銀禧聯校畢業禮(閉幕典禮) 前任律政司司長頒獎予本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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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工作總會聽到上司或同事說

「唔好急，但要快」，上半句還是下半句是重
點要視乎說話的人怎麼想，不過說到辦學，前者顯然更

重要。記得小時候——也就是當姜渭榮校監還是姜校長的時
候——教過大家一件事：要走得快，大步走，但不要跑。這大概也

就是校友會小學這麼多年來的辦學哲學。校友會小學今天走進銀禧之
年，也是一步步，平穩而大步。校友會小學於1989年創校，1995年第一屆

小六學生畢業，至今19屆畢業同學誕生，當中已投身社會者眾。時至今日，
雖然以校友會名義在元朗辦學絕非元中校友會專利，但要是你跟元朗人說「校
友會小學」，相信大家想到的還是公園北路二號。據知我們第一屆的畢業生
中，已經有同學把他們的下一代送來，成為我們的師弟師妹。相信這對陳志雄
校長與諸位師長而言是最佳的肯定。在母校慶祝25週年之際，舊生會也將迎
接五歲生日。舊生會在大約不到八個月的時間內籌組完成，2009年5月30

日在20週年校慶典禮上正式成立。雖然會務只能說是平平穩穩，但歷
次舉辦聚會都能吸引不少校友回來。而透過Facebook等途徑，我們

也不斷跟畢業多時的舊生取得聯繫。舊生會也在一步步，大
步走。校慶活動將在未來幾個月陸續登場，我們希

望更多舊生能趁此良辰加入舊生會。到時
見！

舊

生

會
幹

事 會 主
席

葉

靖

斯

望更多舊生能趁此良辰加入舊生會。到時
見！

校慶25周年感言
黃惠玲姑娘

現任舊生會主席

       2013年8月我原本要退休了，但多謝校友會小學陳志雄校長的邀請，我又可以為本校服務多一年，
我感到很開心，因為可以再次聽到同學們叫我「黃姑娘」。
     我是在1991年9月入職本校成為教師，負責一般教學工作。
 1998年我轉職成為學生輔導教師，幫助一些在學習上、行為上或
情緒上有困難的學生，負責學生的個別輔導、小組輔導、與教育心

理學家及教師互相配合，此外還要幫助學校推行校本輔導活動等。
 校園原是個家校合作的地方，老師與家長更不是對立的敵人，大家
應同心合力去幫助孩子健康成長。因此在1998年學校物色了一批熱心的
家長和老師，組成家長教師會籌備委員會，我也是其中一份子。在一年的
籌備工作中，看到校長、老師委員及家長委員付出不少的時間、精神和努
力，1999年終於成立本校家長教師會，並迅速展開一連串活動。
 轉眼間十五個年頭過去了，我看到歷屆主席帶領舉辦家教會活動時，
各執委與老師都能相處融洽，合作愉快。家教會已成為一道橋樑，作為家
庭與學校之間的聯繫，令孩子在愛與關懷中成長。
 每年送走一批小六畢業生，又迎接一批小一新生，每天看見天真爛漫的面孔，使我忘記了自己的年歲，不
知道老之將至，已屆退休年齡。
 明年我要退休了，我也會記起每位老師及家長的聲音，我會記起跟大家吃飯、開會的點滴、一起教導孩子
的情景，記起每位老師成家立室的經過，有自己小朋友……這些都會一直留在我自己心中。
 我在輔導工作上最大的滿足感，就是看到學生成長的轉變，變得更可愛、更成熟，成為獨特的我。
 校長，你是學校的舵手，我希望你身體健康，繼續帶領本校前進，日後無論我在哪裏，我都會祝福你及在
校各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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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校舍開幕典禮

2000-01年舞蹈組大合照

泳隊光輝2000年

第一屆畢業生演奏

千禧年聖誕時裝表演01年陸運會銀樂隊演奏

90年校園一角—— 你知道這是哪處嗎？

90年校園一角—— 今日的圖書館

95年校園一角——昔日的教
員室（有分別嗎？）

02年老師留影

99年上午校老師合照

99年運動雙雄——你能說
出他們的名字嗎？

第五屆畢業生「反」轉舞台

25周年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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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年度教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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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親恩綜合匯演 

 《擁抱愛》是去年頌親恩綜合匯演的主題，大
家可知道我校舉辦這匯演的原意？顧名思義，這綜
合表演就是想讓小朋友把學習的成果獻給親愛的家
長們。為了配合《擁抱愛》這主題，初級組及高級
組合唱團、手語班結合去年2C班同學合唱合演《擁
抱愛》，為是次匯演作序幕，把愛獻給每位無私的
父母親。讓我們重温那些温馨片段吧！ 

《擁抱愛》為匯演揭起序幕

會說話的老鼠——英語話劇
《Magic Chocolate》

婀娜多姿的「拉丁舞不停」

拉丁節拍全場鼓動

仙女在《月光光》曲下
的優美舞姿

小一大合奏殊不簡單，他們只
學了一個年頭就可以登台了！

陣容鼎盛、有別於傳統的「膠」響樂團

中文科試後活動

梁桂儀主任

大家還記得這誓死保護

《最後海灘》的小演員嗎？

5P班同學獲得五年
級問答比賽的冠軍

大聲地把文章內容朗讀出來吧!
讓同學從遊戲中學習詞類

應該要填入哪一個詞語呢
同學開心地排隊
玩中文遊戲

你們看，禮物多豐富 六年級冠軍由6B班獲得
同學們於搶答環節競爭激烈 同學投入認真地思考題目內容

潘迪恩老師

 一年一度的中文試後活動日終於到了，這次除了舉行讓
一至三年級同學參加的「喜閱寫意日」之外，更增設了讓四
至六年級同學參加的「中文班際問題比賽」。今年的活動非
常精彩，使全校同學們都留下美好的回憶。
 早上的第一節至第三節，進行四至六年級的「中文班際
問題比賽」。同學們都有備而戰，預先搜集了很多有關中國
歷史文化的知識。比賽進行時，大家都如箭在弦，期望以最
快的速度搶答問題，為班爭光。問答比賽賽情激烈，賽果更
出乎大家的意料。六年級優勝的班別是6B班；五年級則由5P
班奪冠；而四年級由4A班勇奪殊榮。活動得以順利進行，全
賴同學積極參與，家長義工的支持及「中文大使」的幫助。
這次班際問答比賽除了加深了同學對中國文化的知識，更凝

聚了各班的團結氣氛。
 小息過後，低年級同學來到雨
天操場進行「喜閱寫意日」的攤位遊
戲。各「中文大使」竭盡全力，幫助
維持秩序及主持遊戲。當中的遊戲多
元化，有教導學生筆順、辨別詞性、字詞結構、記敍六要
素等的攤位。看見同學們認真投入地進行遊戲，聽到他們
拿到獎品時的歡愉笑聲，真讓人感到無比的喜悅。同學在
享受玩遊戲之餘，亦能從中學會中文的知識。
 「中文班際問答比賽」和「喜閱寫意日」提高了同學
學習中文的興趣，並且從遊戲中獲得課外的知識，寓學習
於遊戲之中。

看，這是我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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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7月7日是本校與英業小學
的第四屆聯校水運會，一如以往，活動

反應非常熱烈，本校學生的參賽總數超過
100人。比賽當天烈日當空，雖然如此，但在

運動員區的學生也能耐心地等候，預備出賽，
他們秩序良好，紀律可嘉。比賽期間學生全力以
赴，顯得十分認真，每個項目都爭持激烈，更有
多項大會紀錄產生。家長們亦投入地為自己的小
朋友打氣，更把激烈的比賽情況拍下作即時分
享。全校成員都充份發揮團結精神，投入於一
片興奮又熱鬧的氣氛之中。盼望本學年的水運

會辦得更好，有更多學生參與，從而發掘
更多對游泳感興趣的小朋友，為校友會

增光！

鄧浩源老師

會水 運
6B陳萃汶

 我覺得這個水運會很有

意義，因為可以測試自己

的實力，雖然我今次輸

了，但我沒有灰心，下

次一定會更加努力爭

取好成績。

6P衞雅文
 每 年 的 水 運 會
我都非常興奮。大
家可以在游泳池裏
拼出自己最好的成

績，同時增進彼此
的友誼。期待下

一屆水運會。

6P陳卓穎
    在這幾年的水運會，我認為我
校的參加人數非常踴躍，雖然我不

是取得很好的成績，可是我也有盡
力嘗試和努力啊！「失敗乃成功

之母」，我一定會拿到更好的成
績！每天加把勁練習，理想一

定會實現，大家快點來參加
水運會吧！

6P李展匡
 在每次的游泳比
賽前我的心情都會很
緊張，所以賽前一定
會加緊練習。當比賽

後而可站在台上領
獎時，就覺得辛苦

練習是值得的。

6P許穎恩
 我認為游泳很
有趣，因為游泳有
不 同 的 泳 式 。 游
泳還會令身體健

康，是一項很好
的運動。

6C詹慶祺　　
       「游泳池上，盡顯風雲...... 」 一年一度的水

運會終於結束了。在游泳池裏的健兒每個都很起
勁，拼命地往前遊，希望獲得好的成績。啦啦隊

亦發出興奮、響亮的打氣聲，大家都沉醉在這
歡樂的氣氛裏。這何嘗不是一件快樂的事呢？

同時我們也獲得了不少比賽經驗，古語有
雲：「失敗乃成功之母」，這句話使我們

會不斷努力，爭取更好的成績！

6P林康雯
 在 聯 校 水 運 會
中，我得到50背和
50蝶的金牌，游泳
令我得到很多的快

樂，我希望之後的
比賽能有更好的

成績！

6P林卓穎
 我很開心可以參加學校水運
會，在這次水運會中，我和其他
同學成績都不錯。令我們有機

會表現自己。我亦感謝鄧浩源
老師，在校隊訓練時用心地

教導和鼓勵我們，令我們的
游泳技術不斷進步。

6P 范靄澄

       剛過去的水運會，我

只獲得2枚獎牌，分別

是42米自由浮板及42米

自 由 泳 銀 牌 。 而 未 能

獲得全勝，感覺有些

失望。在這次水運會

中 ， 我 已 汲 取 寶 貴

的經驗，下次水運

會，我一定會全力

以赴，爭取更多

獎牌。

會辦得更好，有更多學生參與，從而發掘
更多對游泳感興趣的小朋友，為校友會

增光！

6P 范靄澄
6P 范靄澄

       剛過去的水運會，我

6P林敏晴
      我代表校友會已參加了四年游泳
比賽，當中除了獲取了佳績外，還
得益甚大。我領悟到很多有關游泳

的知識和觀念。我獲益最大的是我
學會了要有好的成績就要用長時

間的嚴格訓練和要堅持信念，
更重要的是與隊員的合作精

神，支持，相信他們，目標
才能達到。

咬緊牙關加速，加速，加速！
蝶泳英姿 作好準備，為比賽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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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鄺老師！」，我抬
頭一看，是個可愛、面帶燦爛笑
容的同學，我心裡想︰我沒有教
他任何一科，他也很有禮貌地跟
我說聲早呢！這幾個月裡，我常
常在大門、走廊、樓梯間遇到跟
我打招呼的同學，你們的熱情令
我愈來愈喜歡這所學校呢！當中
有你嗎？
 期望新的一年，同學們有個
愉快的校園生活，一步步向自己
的目標邁進！

 大家好，我叫趙必南，主
要教授常識科。自小我就很喜
歡科學，對任何事都很好奇，
很希望可以找到答案。我亦喜
歡用科學去向學生分享日常生
活的一些情況。 有時候我會問
他們，假如地球沒有了地心吸
力，那麼我們會怎樣呢？我希
望能用輕鬆的方法讓學生愉快
地學習。

劉宏達老師
 每天踏進校門，便聽到同學們精神奕奕地跟
我打招呼，你們真是既可愛，又有禮貌。有時，
遇到沒任教的同學也主動向我問好，還跟我介紹
有趣的自然知識，使我眼
界大開。
 我 任 教 的 科 目 有 中
文、數學和視藝，而陶藝
是我的興趣，希望有機會
跟大家分享這種有趣的創
作媒介。

李冠龍老師

鄺凱欣老師
 「早晨，鄺老師！」，我抬
頭一看，是個可愛、面帶燦爛笑
容的同學，我心裡想︰我沒有教
他任何一科，他也很有禮貌地跟
我說聲早呢！這幾個月裡，我常
常在大門、走廊、樓梯間遇到跟
我打招呼的同學，你們的熱情令
我愈來愈喜歡這所學校呢！當中

 期望新的一年，同學們有個
愉快的校園生活，一步步向自己愉快的校園生活，一步步向自己

新老師介紹

趙必南老師

 我是李冠龍老師，也是這
裡第一屆的畢業生，很高興能回
歸母校任教。學校內外的環境總
是叫我特別懷念，現在每當學
生向自己打招呼時，也會回憶到小時候的自己也是這
樣，這種感覺真是奇妙！希望日後能跟學弟學妹分享
我在這裡的兒時趣事吧！

潘詠儀校長
 鄧中學生於去年中學文憑試取得美滿成績，及
格率(考獲2級或以上)達93.5%，遠高於全港平均的
82.9%。當中數學、經濟、中國歷史、企業、會計
及財務概論等7科的優良率(考獲4級或以上)亦超越
全港水平。6B班何智華同學更成文憑試狀元，共奪
3科5**、1科5*及 1科5等的卓越成績，順利升讀香
港大學。
 為使屬校兩間小學潛質優厚的學生能有更佳栽
培，鄧中特增撥資源，開辦英文及數學「屬校精英
拔尖課程」，教授進階的英語及數學知識，提昇他
們的運算能力及英語水平(文法、寫作、會話及升
中面試技巧等)。開辦以來，同學們皆用心上課，
氣氛良佳。
 另本校為讓學生能全方位學習英語，增加英語
語境，特以英語進行本年度陸運會開幕典禮，過程
中樂見同學投入認真，實踐所學。最後，本校將繼
往開來，締造更多有利英語學習的環境，提昇同學
學習英語的興趣和效能。

以英語進行本年度陸運會開幕典禮，
同學投入認真，實踐所學。

屬校精英拔尖計劃(數學課程)

屬校兩間小學的同學用心學習進階英語知識

恭賀何智華同學以三科5**、 
一科5*、 一科5等佳績順利升
讀香港大學

編輯小組
顧問：陳志雄校長           召集人：溫志華副校長           統籌：鍾容娥老師
委員：招妙賢主任   周麗盈老師   鄭海燕老師   謝琬琳老師   江承殷老師   陳志剛老師   李世民老師

鄧中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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