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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荏苒，今年是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踏入創校三十周年的日子。孔子曰：

「三十而立」，學校現正處於「年青少壯」之年，我們會抱持年青人的衝勁和熱情，加

上累積的經驗和智慧，昂首闊步地迎接未來的新挑戰。

我們在未來三年 (2018-2020)，以發展學生「超越自我、創造夢想、成就可能」為目

標。我們相信惟有不斷超越自我、發揮潛能，才是成就一切可能的最好方式。事實上，

絕大多數人每天都能遇到許多可能成功的機會，而能不能成功，在於你是否相信自己，

能否超越自己，把不可能變成可能，把夢想變成現實。因着這個信念，學校制定了以下

三個關注事項：

1. 運用多元的學習模式，增強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提升自信心；

2. 推行校本 STEM 教育，發展學生科學探究的能力；

3. 推行正向教育，建立健康人生。

現今的社會資訊發達，知識日新月異，學校既要關心學生的學習需要，亦須建立學

生的正確價值觀和自信，培養他們的良好品德，特別是在責任感和承擔方面，亦希望可

提升他們明辨是非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讓他們都能感受「學在此、樂在此、愛在此」。

我們知道行動和自信的力量要比任何事物都要強大。作家林慶昭先生曾說過：「當

你在猶豫不決的時候，這個世界就很大；當你勇敢踏出第一步的時候，這個世界就很小。」

因此，我們未來的目標是希望從教學活動及體驗中，培養學生的自信心，教導學生用正

向教育，建設性的思想來戰勝不安與恐懼，讓他們能自信地邁步向前，努力追求自己的

夢想，發現自己的卓越，以獲得成功。

我在創校翌年到任，陪伴著學校成長，見證了學校的不斷改革和蛻變。在過去的日

子，非常感恩我們遇到了喜愛上學並投入學習的學生，愛護和關心子女的家長，與及全

力支持學校的辦學團體。你們的支持，是我們整個教師專業團隊的動力，讓我們一起攜

手邁步，共同創建更美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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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雄校長

上累積的經驗和智慧，昂首闊步地迎接未來的新挑戰。

向教育，建設性的思想來戰勝不安與恐懼，讓他們能自信地邁步向前，努力追求自己的

夢想，發現自己的卓越，以獲得成功。

子，非常感恩我們遇到了喜愛上學並投入學習的學生，愛護和關心子女的家長，與及全

力支持學校的辦學團體。你們的支持，是我們整個教師專業團隊的動力，讓我們一起攜

超越自我 創造夢想 成就可能
校 長 的 話



為了讓本校學生能愉快上學，開心學習，本校一向重視「班級經營」，因為我們相信透過一系列的「班級經營」

活動，能向學生灌輸正向的價值觀及生活態度，從而建立積極正面的人生。

本年度學校除了舉辦「我們這一班」班級經營活動外，更於各樓層設置「讚賞壁報板」，用以表揚各班表現良好

或進步的學生，我們相信被欣賞及肯定自己的努力，是建立正向價值的重要一環。

除此之外，本校更於本年度推行加入班級經營元素的「Happy Friday」，學生可於「Happy Friday」穿著便服回校，

班主任與學生一起商討屬於該班的服飾 (Dress code)，讓學生既能享受穿著自選服飾上學的愉悅，又能提升對自己班

的歸屬感，從而建立正向的人際關係。

拍攝非一般班相及創作班口號

佈置課室

班際團隊
建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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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教育由班級經營開始」

「我們這一班」班級經營活動點滴

Happy Friday

各樓層設置「讚賞壁報板」



繽紛暑期繽紛暑期繽紛暑期

五誠  張禮翹
到達民航處教育徑後，我們

先到模擬機艙，那跟現實中的飛
機倉是一樣的。導賞員還介紹有
關航空一般常用語及緊急應變措
施，之後還參觀了模擬控制室和
看到很多飛機，那天我感到十分
開心。

六誠  鄧羽軒
暑假時，我參觀了

民航處，這是一個千載
難逢的機會。經過這次
活動，我知道了黑盒不
是黑色而是橙色的，還
知道航空業的發展呢！

二勤 張詠彤
在鯉魚門公園渡

假村裏，我做手工、
吹泡泡、爬繩網等，
還在兒童樂園滑滑
梯，玩得很開心。

四誠 梁斾彥
度假營內有着各式各樣的活動，例如：氣墊球、乒乓球、羽

毛球、射箭 ...... 活動多得數不勝數呢！

四友 張詠心
度假營內我最喜歡製作收縮膠活動，我選擇了 Hello Kitty

圖案，是不是很漂亮？

四友 羅曉鵬
度假村裏最好玩的要算是足球機了。球在足球機上滾來滾去，我快速地

轉動手柄，跟對手互不相讓，比賽十分激烈。到了
最後一分，我手一揮，足球飛得很快，穿過眾多個
足球員，直飛進了對方的龍門！對手還沒有反應過
來，我們就勝出了，真令人難忘啊！

六友 戴安蕾
在鯉魚門渡假村日營裏，我最難忘的時光是

和胡偉英老師打乒乓球，原來胡老師打乒乓球很
棒呢！

六誠  曹允執
暑假時，我參觀了

學校舉辦的民航處教育
徑，我學到了很多有關飛
機及香港國際機場運作
的知識，如飛機駕駛室的
設施、控制塔以及飛機起
飛或降落時控制室發出
的指令，這些都是學校課
本裏學不到的知識，令我
獲益良多。

六誠  鄧子晞
原來俗稱「飛機黑

盒」的飛行數據記錄儀
並不是黑色的，我還知
道了飛機的運作方法，
發生緊急事故事時的解
決方法和機場的應變措
施等，令我獲益良多。

同學在欣賞具教育意義的影片

不同型號的飛機模型

導賞員在機場立體微縮景
觀模型上講解香港民航歷
史、航空保安和航空交通

管制的工作。 在觀景廊可以近距離看
飛機升降

同學正觀看模擬飛機遇到
突發事故時的影片

鯉魚門大合照

「你今日飲
咗未呀？」

一人一支益力多

場

參 觀

參觀民航處教育徑 鯉魚門公園度假日營

益 力
多

工

我中獎了！

未來的大富翁

彩虹繩結

攀石高手，一展身手繩網陣，無難度！

去年暑期，老師帶領着同學們到了典雅優美

的鯉魚門公園度假村遊玩，還參觀了益力多工場

和民航處教育徑。最後一天，可惜天公不造美，

因颱風而取消了參觀稻香

博物館。

同學們在活動中獲益

良多，讓大家一起看看他

們在活動中的體會和難忘

片段吧！

愉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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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愛啊！可以抱回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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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拔尖培訓課程及活動

多元發展、潛能盡顯
本校一直致力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透過不同的校本拔尖培訓課程及活動，為校內不同能力的學生提供適切的學習

機會，讓每位學生也能接受優質教育的培訓，發揮學生各方面的卓越潛能。本校每年亦會推薦高能力學生參與各項校外

拔尖課程、比賽及活動，以提升同學們相關的能力。

校園小主播

卓越班

學生大使 奧林匹克數學訓練班
S i n g a p o r e - H o n g  K o n g 
Outstanding Award Scheme

普
通
話
才
藝
班

中文辯論培訓班

英
文
寫
作
班

常識小百科

扮演不同的角色
是我們的強項

同學們都能投入
分析辯題

同學們正認真整
理各方觀點

同學的演繹非常認真，動作
裏加入豐富的感情。

別看我們小，但也不甘示
弱，努力練習！ Students are using iPads to 

write travel blogs.

Singapore tour, here we come!

Students are inspired and 
informed at NEWater.

數學世界真奧妙 !
又有趣 ! 又好玩 !

同學喜愛互相討論和交換心得，
使研究在互動中進行。

學生大使精神抖擻地列隊，準
備帶領外賓參觀校園

「我知我知！」同學們正積極
參與奧數活動。

等我們同心協力，去解決這道
數學難題啦！

課堂展開英語訓練活動，學生
大使都認真學習

拍攝過程中最能體現我們
的合作精神

學生正學習3D 打印和機械人編程
學生於鳳溪廖萬石堂中學創意解難

挑戰獲得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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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羅天佩

「元朗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獲獎感言

「全港普通話演講比賽」獲獎感言

得獎感言

姜旭倫有幸與西九行政
總裁、建行副行長、還
有一眾嘉賓們在得獎作

品前留影。

新晉展能藝術家

「元朗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元朗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全港普通話演講比賽」獲獎感言「全港普通話演講比賽」獲獎感言

六誠 黃曉嵐

去年 2017 年我們足球隊奪得元朗
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亞軍，開心興奮的
是比前年 2016 年的殿軍有很大的突破
和進步，但失望的始終是與冠軍擦身而
過—我們在「突然死亡」的射碼階段
輸了。這次的比賽我們贏過、輸過；我
們笑過、喊過、流淚過，更加明白球場
就如人生，不會所有事情都會一帆風
順，但相信只要我們繼續努力練習，全
隊人同心協力，成功就在我們的不遠
處。

六友  陳梽淳

我很高興能夠獲得這次校慶標誌設計比賽冠
軍。我的作品用了中式（三十）及英式（30）的數
字代表從過去跳躍到現在，寓意我校自 1989 年創校
以來，一直秉承以「勤孝友誠」校訓鼓勵及培育學
生，共同邁向 30 周年。我以紅、黃為主色，以營造
熱烈慶祝和喜悅的歡欣氣氛。光澤的紅黃色點象徵
每個學生都被帶領到光明的未來；三顆發光發熱的
星星，表達我校踏入 30 周年對我們新的展望，期望
我們能夠：「超越自我、創造夢想、成就可能」。

6B 羅天佩 六誠  曹允執經過初賽，複賽我以新界區前三名的成績進入
了全港總決賽。

在比賽當天，胡老師一早就趕到賽場幫我們練
習，令我增添了信心。賽場上高手雲集，比賽時我
十分緊張，但亦全力以赴地做好老師教的每個細節。

當司儀宣佈全場總冠軍是「元朗公立中學校友
會小學」曹允執時，我既驚喜、又意外，那心情無
法用言語來形容。在冠軍表演上，我放鬆了心情，
發揮得淋漓盡致。

這次能拿到冠軍，要衷心感謝胡老師
的默默支持和付出，令我能在「全港普通話演講比賽」獲得了全港總冠軍，還接受的香港電台普通話台的訪問，令我益穫良多！

五誠  孫子策

當評判宣佈我獲得全港總亞軍時，我不禁

叫了起來。當時我是多麼驚喜，多麼開心 ! 在比

賽那一天的早上，我更是和老師一起苦苦練習。

比賽時我異常緊張，生怕出錯。但站在台上時，

我冷靜了下來，發揮自己最好的水平。比賽後看

到胸有成竹的同學，我不禁開始擔心起結果來。

幸好努力不會白費，當天我獲得了亞軍。而這份

榮譽不只我一個人的努力，它更

多是來自孜孜不倦的教誨，以

及父母不厭其煩的鼓勵。在這

裏，我真心的感謝您們 !

六孝  姜
旭倫

我非常喜歡創作，因為我可以

透過我的作品和別人交流，還可以

令我進入自己的「世界」。透過創

作，我享受到藝術帶給我的快樂。

在別人眼中，獎項可能是一種肯定，

但我認為獎項並不重要，因為我更

渴望可以透過創作，讓人觀看到我

的作品，同時享受在創作過程中獲

得的自由和快樂。

「三十周年校慶
標誌設計比賽」
冠軍

「藝無疆」



6

「蓬瀛仙館」於 2014 年向學校捐款港幣

一百萬元正，成立「蓬瀛教育基金」，今年已是

最後一年。在剛過去的學年，學校把此基金運用

在推動電子學習、閱讀、發展學生多元智能及學

科拔尖四方面。在推動 e-Learning 方面，學校

替換了課室的實物投影器，又添置了兩台平板電

腦車，進一步加強電子學習課堂的硬件裝備。

另一方面，學校圖書組運用「蓬瀛教育基

金」，繼續為英文科增購英文電子圖書平台服務，

科任教師於閱讀課利用電子圖書教授閱讀策略及

進行活動。學生及家長亦有更多機會於課餘時作

個人或親子閱讀，提升閱讀效能。

除此之外，學校運用「蓬瀛教育基金」聘

請專業導師，協助訓練學生的人際溝通及演說技

巧，使他們成為更出色的學生大使。又聘請導師

教授 P5-6 學生魔術雜耍及進行義工訓練，讓較

少參與課外活動的學生提供多元化的興趣班，訓

練學生的專注能力，並提升多元智能發展，增強

自信。

最後，中、英、數三科運用「蓬瀛教育基金」

聘請專業導師，為 P5-6 表現優秀的學生提供額

外的辯論技巧、英文寫作及數學解難訓練，在提

升學術水平之餘，學生的自信亦相對提高，並代

表學校參與不同的校外比賽，成績優異。

親子閱讀小貼士準備閱讀
在閱讀前，不妨跟孩子一齊收拾閱讀圖書的空間 ( 如

床邊)，倒一杯暖水或一同討論書本的封面，讓孩子先作「熱

身」，為閱讀作好準備。

閱讀時間
跟孩子一起打開書本，因應故事內容以不同聲調去演

繹 ( 例如 : 用高低音扮演不同角色 )，有時甚至可邀請孩子

一同參與，在閱讀中讓小朋友感受到趣味和加強親子互動。

總結故事
當故事接近尾聲時，可邀請孩子對所讀的故事進行總

結。如他們不願意或者不能流暢表達，父母可從旁「出口」

幫忙。此外，家長分享故事後，可向孩子提問有關書本的

內容，如最喜歡的角色、最喜

歡的環節和閱讀故事的感受

等，幫助孩子回憶故事內容。

自行閱讀
最後，家長可鼓勵孩子翻看圖書，讓他們嘗試自行閱

讀；當他們表示閱讀完畢後，可邀請孩子將書本收拾，結

束閱讀的時間。

上述的閱讀流程，只是供參考，家長可因應孩子對閱

讀的興趣、故事的深淺或閱讀的時段作出調節，最重要是

「陪伴」孩子一起閱讀。

各位家長，加油 !

親子閱讀工作坊 家校合作，一起推動閱讀。

「蓬瀛仙館」捐款報告

2017-2018蓬瀛教育基金

項目 推行時間 對象 支出

1. 發展電子學習 9/2017-7/2018 全校學生 $59,050.00 

2. 電子圖書學習 10/2017-7/2018 全校學生 $12,075.00 

3. 學生大使

培訓班 
10/2017-5/2018

學生大使

(15-20 人 )
$8,800.00 

4. 提升學生多元

智能發展
10/2017-6/2018 P5-6 學生 $13,492.70 

5. 中文科資優培

訓－辯論訓練

(拔尖 )

10/2017-5/2018

P5-6 年級說話

表達技巧良好的

學生(12-16人 )

$16,080.00 

6. 英文科寫作能

力 培 訓 課 程

(拔尖 )

1/2018 及 6/2018

P5-6 高年級英

文成績優良的學

生 (約 30 人 )

$21,092.50 

7. 數學科資優

培訓 (拔尖 )
9/2017-5/2018 P6 奧數優異生 $18,300.00 

 17-18 年度總支出 $148,89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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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璟昕 黃文旭

大家好，我是本年度的新老師黃詩詠老師。在這裏短短的一個月，我已經感受到同學和

老師們的熱情和關心，很感恩能夠來到這個充滿關愛的校園任教。

我很喜歡遊歷世界，感受不同地方的文化，同學們也可以在出外時多留意身邊發生的事，

增廣見聞，問個究竟。

希望同學們能一直保持樂觀，多探索，認真學習。祝願大家有個美好的校園生活！

大 家 好， 我 叫 趙 良 立， 英 文 名

Caleb，剛剛在今年八月中出生，好高

興認識大家，大家覺得我似唔似我爸爸

呢？

大家好﹗我是徐璟昕老師，作為新老

師的我亦與各位同學一樣懷著緊張又興奮

的心情接受來年的一連串挑戰。雖然我主

要任教低年級同學，但我亦希望今年除了

在課堂中與大家見面外，

我亦可以在學校不同角落

多認識各位同學，感受校

園氣氛之餘，更可以看見

同學掛著笑臉跟我打招

呼。因為你們的笑容是我

的最大原動力﹗

大家好，我是黃老師。我很榮幸能加入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

學的大家庭，與眾師生一起經歷校園生活的點滴。

與一年級的學生一樣，我也是

剛剛來到這個新環境。很高興有很多

小朋友與我一起學習，一起成長。雖

然我只當了老師一段短時間，但我察

覺到校友會小學的學生無論踏入校園

時、課堂時、下課時，都是掛着一臉

快樂的笑容。希望每位同學都能繼續

保持笑容，積極正面地學習，享受愉

快的校園生活。

新老師介紹

校 訊喜會友

黃詩詠

喜訊

鄧浩源老師

趙必南老師

大家好，我是琛芮 BB，於 10 月 3

日出世，家中排行第三。出世至今得到

爸爸、媽媽、哥哥、家姐的悉心照顧，

每天努力吃奶、睡覺休息。轉眼間，我

滿月了，希望將來我繼續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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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 中
鄧中同學於2018年中學文憑試 喜獲佳績：

 逾八成同學可升讀本地大學、高級文憑及副學士課程

 每 4 位同學便有 1位獲派聯招學士學位課程

 總升學率達八成二

暑假期間，本校共 36 位同學參加了為期 16 日的「英國英語

沉浸課程」，透過近三星期系統式的英語課程訓練及參與不同類

型的英語學習活動，提高同學的英語水平。另外，同學更遊覽倫敦 (London) 及坎特伯雷 (Canterbury) 多個名勝古蹟，

擴闊視野。團員更遊歷「劍橋大學」和「哈利波特影城」，了解英國的大學生活和電影「哈里波特」的製作過程。在

16 天的行程當中，同學更入住當地的寄宿家庭，既能提升英語的會話能力，又能學習當地生活文化，與寄宿家庭之間

建立了深厚的情誼。是次「英國英語沉浸課程」同學及家長的反應熱烈，口碑甚佳。

今年是鄧中的二十周年，本校與時並進，積極推動 STEAM 教育，在中二級進行

跨學科學習，銳意統整英文、科學、生活教育課程，更融入音樂、視藝及戲劇元素，

研讀外國經典小說 ‘Frankenstein’( 科學怪人 )，培養他們對科學探究的興趣，建立

廣濶而穩固的知識基礎，從而提升創造力和解難能力，成為校本的「STEAM」教育。

期望同學能發揮想像，實踐創意，追求卓越。

最後，在今年盛夏，本校師生共同合作畫地畫，既能美化校園，更能彰顯鄧中

的核心價值和精神，共創新里程。
師生的合作和互動，使校園環境煥然一新。

同學圍讀科學家的瘋狂計
劃，定能激發創意和思維，
為課堂注入新氣象。

英國團團員暢遊「哈利
波特影城」。

大會結束後，師
生一起參與聯誼
活動，包括卡啦
OK及躲避盤競
賽，大家都樂在

其中！

舊生們參與躲避
盤比賽，既緊張
又刺激！

老師們傾力演唱，
觀眾落力拍掌！

2017-18 年舊生會活動回顧
本校舊生會已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五日舉辦舊生

會週年會員大會暨活動日，藉此讓舊生和老師聚首

一堂懷緬一番，並提升舊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舊生會將於本年度作出新嘗試，舊生們一起參

與毛孩救助活動，凝聚舊生的力量，一起為街上的

流浪貓狗添一點溫暖。 

2018-19 年度舊生會活動第一炮 – 
毛孩守護者

舊生們參與躲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