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在「e世代」、樂在「e世代」

本校在上年度聯同屬會鄧兆棠中學及英業小學，

向教育局成功申請「第三期加強公營學校行政管理試

驗計劃」，每所學校獲得津貼港幣 $450,000 以改善學

校之行政管理措施。除此之外，本校在新任校監鄧海

橋先生 ( 元中校友會新任會長 ) 的引薦下，獲「蓬瀛

仙館教育部」贊助本校總數港幣 $1,000,000( 以五年

時間平均發放 )，供學校發展之用。以上兩項為數不

菲的資源，對學校的發展有著很大的助力，現將運用

的計劃簡述如下：

「第三期加強公營學校行政管理試驗計劃」

A. 辦學團體負責物色購買電子學教服務平台及相關組模：「學習檔案管

理系統」(iPortfolio) 供屬校使用 ( 三校共同開發 )，冀望達致兩項目標：

改善處理學生學習、操行及活動資料的程序，提升擷取學生資料的效率及準

繩度，減輕教師行政工作；便利中學擷取來自屬會小學新生的學習歷程，有

助學校籌劃升中的適應 /

支援措施。

B. 購入電子付費管

理系統，減輕教職員處理

學生繳費的工作，並提高

學生收費的效率；

C. 購置教職員考勤系統：智能教職員證配合相應

的教職員考勤系統，能讓校務處即時掌握每位教師之出

席情況，以便為缺席教師作出代課安排；系統亦能提供

多款切合學校需要的詳細報表和紀錄，方便校方進一步

作出資源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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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購入圖書館借還系統：優化圖書借還系

統以簡化借還程序，以整理閱讀歷程紀錄等工

作，並以數據分析輔助各科教師推動閱讀及執

行有關閱讀獎勵計劃的工作；

E. 購入學生考勤系統：簡化傳統點名程

序，減少訓導組教師處理及跟進學生考勤紀錄

的工作量，並可供家長於網上查閱子女之出席

情況，加強家校的溝通；

F. 重整出入口管理，購置電子門禁及體溫

監察儀，由校務處職員兼顧有關的工作，減省

人力；

G. 購買配合電子學教服務平台及相關組

模 :「電子通告系統」及「手機應用程式通告

系統」，將學校活動訊息放上校網，並利用電話手機應用程式將訊息傳送至家長手機，便利夜歸及於境外

工作的家長獲取學校資訊 (見右圖 )。

運用「蓬瀛仙館教育部」捐款計劃

學校在資訊科技的基建上，已鋪設光纖網絡至每一課室；與此同時，亦已建立多台伺服器，以支援本

校 Moodle 電子學習平台的運作。由本年度開始，我們將會運用「蓬瀛仙館教育部」的捐款 (約 $600,000)，

分三年時間，提升學校資訊科技及影視系統的質素，當中包括：更換全校的投射器及接收器，購置大數量

的平板電腦及平板電腦車，從而促進學與教的效能，逐步推動電子學習 (e-learning)，建立「翻轉課堂」

(Flipped Classroom)，讓學生進行互動及自主學習。

「翻轉課堂」意指把傳統上課模式翻轉過來，由老師將預先準備好的課程內容上載 Moodle 電子學習平

台，讓學生先行在家中備課，對學習基本內容有一定理解，再在課堂上對議題發表意見、進行討論。相對

於傳統教學的講課模式，「翻轉課堂」讓老師在上課上減少單向式講解，促進師生的課堂互動和溝通，提

高學生的學習果效之餘，更能培養他們的自主學習。頗多美國、新加坡、台灣等中小學教師已開始試驗「翻

轉課堂」，以促進課堂互動及提升學與教的果效。

總結：

教育局在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中，提出了

「發揮 IT 潛能、釋放學習能量」，並訂下五大關

鍵行動：( 一 ) 加強學校 IT 基礎設施及重組運作模

式；( 二 ) 提升電子學習資源的質素；( 三 ) 更新

學校課程：改變教學及評估方法；( 四 ) 提升學校

專業領導及力量：建立實踐社群；( 五 ) 家長、持

分者及社區齊參與。

本校將依據教育局的發展目標，規劃校本的電

子學習藍圖；除此之外，我們亦關注學生的「資訊

素養」，務求他們在運用資訊科技的工具時，在知

識、技能和態度上，都能取得平衡。學校結合了多

方的力量，讓學生學在「e世代」、樂在「e世代」；

期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的學生能達致「學會學習：

邁向卓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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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伴成長」計劃
本學年首次推行的「結伴成長」計劃已踏入第三個月，小一同學在五年級的學兄學姊帶領下，亦開始投入小學校

園生活。由學期初至今，眼見一對一對高低年級同學一同成長，學兄學姊將自己在學校所領受的經驗和知識傳承給學

弟學妹，小一同學亦很享受與學兄學姊的相處，這是多麼動人的畫面啊！讓我們一起從照片中感受一下他們由初次見

面的緊張心情至結伴上課的開心場面。

「小一新生適應日」及「結伴成長」啟動禮

啟動禮上，學兄學姊與學弟學妹手拖手進入禮堂。
全級小五同學，一同讀出誓詞，立志做一個好學長。

小一家長與小學兄
傾談，互相認識，
拍照留念。

這兩天我很開心，一開始學妹對我很陌
生，但現在我們熟悉了，所以我想和她永遠
都是那麼好感情。我最深刻是她送摺紙給我。

服務後，我覺得輕鬆很多，因為起初我不
懂跟學妹溝通，感到有點壓力。我最深刻是與學
妹在飛機場玩耍，非常開心。我現在才感受到爸
媽照顧我是很辛苦的事。

今年我參加了「結伴成長」計劃，認識了兩個學弟和學會了照顧小一同學。我在家庭中是

排行最小的，不用照顧弟弟、妹妹，是哥哥、姐姐照顧我的。有了這個計劃，我可以照顧比我

小的學弟，成為大哥哥，我感到既興奮，又緊張。

小一新生適應日的第一天，經老師分配後，我第一次見我的學弟，原來我要照顧兩個小一

同學呢。我和他們一起上體育課，他們都很乖。第二天，我和他們一起小息，還跟他們一起找

家長，他們找到家長後都很開心。過了這兩天，我和他們感情更深厚，更認識對方。

5D陳巧彤 5C林穎怡

小五同學首兩天服務後感：

於小一新生適應

日的家長會上，小一家

長與一眾老師一同見證

「結伴成長」計劃啟動

的重要時刻。一班學兄

學姊於眾人面前讀出誓

詞，表明願意陪伴一年

級同學成長，共同享受

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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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時刻。一班學兄

學姊於眾人面前讀出誓

詞，表明願意陪伴一年

級同學成長，共同享受

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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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芷瑜姑娘

「結伴小息」

5B 曾家裕

小息時，學兄學姊與學弟學妹一起談天，一起分享食物。



我猜贏了，我要「欣賞你」！我猜輸了，
雖然被貼上「欣賞貼紙」在臉上，但是
我被同學讚賞同樣開心！透過遊戲學習
欣賞別人，既開心，又刺激！

學兄學姊帶領學弟學妹認識校園，於每個地點
給予同學一些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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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上學期，小一及小五的成

長科課程特別設計了十節課程，讓兩

級同學一同學習，一同成長。學兄學

姊於課堂中學習擔任小老師角色，不

但指導學弟學妹，更以身作則做一個

好學生榜樣。課堂既實用，又輕鬆，

同學們都十分享受。下課時，更出現

一張一張依依不捨

的面孔，小一與小

五同學互相揮手說再

見。

「結伴

上成長課」

同學們都十分享受。下課時，更出現

五同學互相揮手說再

5

不論小一還是小五同學，都十分投入及享受上
成長課，踴躍舉手分享。

同學從遊戲中學習「專心」，學兄學姊也為旁邊比賽中的學弟學妹緊張呢！

學兄學姊指導小一同學寫手冊、執拾書包及個
人物品，學習做個懂得自理的好孩子。



鄧浩源老師
2014 年 6 月 21 日是本校與英業小學的聯校水運會，一如以往，活動反應非常熱烈，本校學生的參賽

總數破紀錄超過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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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運會

6C 侯妍希
這次水運會，我已經
是第五次參加。透過
比賽，我可以增強自
信心，還可以和同學
比較實力。

6A 黃迎希
在這次水運會中，我
盡力去游，所以拿了 4
個金牌，非常高興。

6A 劉浩庭
當我在游泳比賽中落敗，
但沒有放棄，每天都帶着
「失敗乃成功之母」的心態
去學習游泳。我相信只要不
放棄，終有成功的一天。

6C 黃耀樟
今次水運會，雖然只有第
三名，但是「友誼第一，
比賽第二」，我和朋友一
起比賽是最開心的。我希
望以後都可以這樣。

6A 陳泳璁
參與學校水運會，
我覺得開心，因為
拿了一個季軍。

6C 溫諾珩
經過這次的游泳比賽，令
我覺得游泳變成我生活的
一部分。游泳令我身體變
得更健康，也令我的游泳
技術變得更有進步。

6C 鄧宇軒
我覺得這次的比賽很激
烈，各位泳手都用盡自己
的體力來比賽。如果你還
沒有參加過這個比賽，趕
快在今年參加。

6C 劉俊林
我十分開心，因為我
能夠獲獎。只要有付
出努力，誰也可以獲
獎。我會繼續努力。

舊生會近況
葉靖斯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舊生會 幹事會主席

剛過去的一年，舊生會首次與家教會合辦就職禮，同時亦為本會繼 2009 年 5 月 30 日 20 週年校慶典禮

暨舊生會成立典禮之後首次舉辦就職禮。典禮是莊嚴的，不過對於舊生會來說，這次活動最重要的一環，

既非就職典禮，也非緊接的嘉年華，而是在嘉年華期間進行的壁畫製作活動。

朱偉旗校友的畫稿，加上謝琬琳老師、劉宏達老師與多位幹事的事前功夫，萬事俱備。3 月 22 日的這

個下午，至少 20 名各屆校友一同參與，大約 80% 面積成功上色，兩位老師隨後與高年級同學合力完成整幅

壁畫。當然，曾繼業校友等的贊助也十分重要。隨著紀念牌匾於暑假前設立，整個項目大功告成，壁畫為

在大蔭棚這裡小息遊戲的師弟師妹和等候接送放學的家長們點綴生色。

籌組這次壁畫活動，最重要的相信是能讓各位校友齊心合力去完成一件事，讓久違了的校友有這樣一

個機會聚首一堂。恕我們並未一一記下參與壁畫上色的校友名字，但這幅壁畫將見證你們曾經在這裡的點

點滴滴。

要能籌備這樣的活動，就必須要確保舊生會幹事會運作暢順。我們將於 2015 年 5月 30日改選幹事會，

而這次將是包括本人在內，有多位幹事因任滿三屆而須

卸任現職之時。我們希望各位年滿 18 歲的校友─包括

身兼學生家長的校友─能考慮加入我們的行列，攜手讓

會務更上一層樓！

要 瀏 覽 舊 生 會 的 最 新 消 息， 請 like 我 們 的

Facebook：www.facebook.com/ylapsosa

6C 陳日朗
今次水運會，我十分開心，
可以與同學良性比賽，也
令我明白到「友誼第一，
比賽第二」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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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飛魚大合照

蛙泳高手

校友會
yeah!!

背泳英姿

低年級浮板賽



大家好，我是林康婷老師，

我很高興在今學年加入元朗公立中

學校友會小學這個大家庭。很感激

校長及老師們對我的鼓勵與幫助，

讓我感受到校友會小學的温暖。

新入學的一年班生，雖然只有短短數個月，

你們的適應和學習能力實在讓我刮目相看，你

們純真的笑容更是讓我欣慰。同學們，希望你

們在這裡都能夠愉快地學習，吸取知識的同時

亦能發放「正能量」！

各位同學，你好，我是陳智慧老師，今

年我主要教授英文和視藝科。跟你們一樣，

我也是自小在元朗區長大的，因此對這個地

區，我有著深厚的感情。

在這幾個月裏，我對同學們的印象是有

禮和主動。在校園裏，你們都會主動地跟我

說一聲「早安」，即使是我沒有任教的同學，

你們也會微笑點頭。每次看到你們掛著笑容

的臉，都會令我感到很愉快。

在未來的日子，希望我有更多的機會去

認識你們每一位同學。

我 是 3C 班 主

任黎國威老師。同

學每天與我微笑打

招呼，為我帶來每

天教學生活的美好

開始！老師不時向

我提點及鼓勵，令我盡快適應學校生

活。我喜愛遊歷不同國家，增廣見

聞，特別英國充滿濃厚歷史文化氣

息，令我樂而忘返。「忘記背後，努

力向前，向著標竿直跑」是我的做事

態度。願同學能朝著自己在手冊內訂

下的目標逐步實踐。

我是馬曉霞老師，我主要教中文和普通話科。今年
來到這裏很高興，因為常常看到像陽光般可愛的孩子向
我微笑打招呼，而我最欣賞的是孩子的創意與勤勞。

創意是一種藝術，創意使生命活潑有趣，創意也是
每個孩子的天生的本領。創意就是在遵守規則之下，想
一些新的方法做事情，比別人多想一些，多努力一些。
愛迪生就是一個例子，愛迪生一生卓越的成就並非僥
倖，而是勇於嘗試、敢於創新的成果，所以他一生中的
發明超過二千多種。

有了創意，還要勤勞。世界上沒有人一出生便是天
才。每一個「天才」都只是對某事情很有熱情，再加上
努力閱讀，認真學習，長期奮鬥才成了「成功人士」，
才成了「天才」！就如愛迪生一樣，他一生中最大的貢
獻，就是發明了電燈。他心裏有一個造福人群的夢想，
於是日以繼夜奮鬥，共做了 1600 多次耐熱材料和 600 
多種植物纖維的實驗，才製造出第一個燈泡。他成功
後，並沒有自滿，而是為人類幸福更努力改善優化自己
的發明，我們今天才幸福得每人都像魔術師，按一下燈
的開關，便變出了「光」。

只要好好發揮創意和每天努力，每一個孩子都是明
天的「天才」，都是世界上的光，都能照亮黑暗！

新老師介紹
林康婷老師 陳智慧老師

黎國威老師

馬
曉
霞
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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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中信息

第十六屆陸運會開幕禮，制服團隊之一 紅十字會
列隊進場。

由鄧中學長以小組形
式進行導修課，屬校

同學

積極參與，氣氛輕鬆
。

中一級同學於「自主學習課程」中發揮自學精神，
努力完成課業，鞏固當天所學。

於去屆中學文憑試中，共六位同學考獲三科 5等或以上的卓越成績，亦有多位同學成功入讀心儀的大學和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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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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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學生能提升知識、自學及自我管理能力等個人

素質，鄧中於本學年增設「中一級自我管理及自主學習課

程」，學生須於放學後在導師的指導下完成當天之課業，

延續良好的學習氣氛。同時，中一的同學須接受最少一年

的制服隊伍訓練和薰陶，使他們本著「律己以嚴」的精神，

不斷鞭策自己，得到全人的發展。

為使屬校兩間小學潛質優厚的學生能有更佳的栽培，

鄧中第二年開辦英文及數學「屬校精英拔尖課程」，教授

進階的英語及數學知識，提升他們的運算能力及英語水平。開辦以來，同學們皆用心上課，氣氛良佳。每節

課後新增設半小時導修課，由本校學習大使 (PALs)

以小組形式進行。導修課目的主要是解答學員有關

課堂的疑問，鞏固學習基礎，以提高學習效能與成

果。

於去屆中學文憑試中，共六位同學考獲三科 5

等或以上的卓越成績，亦有多位同學成功入讀心儀

的大學和學系。

鄧兆棠中學黎慧芬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