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於本年的復活節假期裏 (4 月 10 日至 4 月 14 日 )，我校與英業小學合

辦了六年級上海文化交流之旅，好讓學生親身認識中國的大城市─上海的

文化與繁華。在這五天，同學作了多方面的體驗：與當地學生進行文化交

流、遊戲、進膳；參觀上海世博紀念館、上海東方明珠塔、上海科技館；

到黃埔江、南京步行街、七寶古鎮遊覽；到上海偉成國防教育訓練基地學

習防災知識、進行災難逃生訓練及軍訓。整個旅程行程緊密，且極具意義，

同學從中學會了合作、團隊精神及守紀律的重要，也領悟到不少道理，在

五天內上了寶貴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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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文 化 交 流

6A 袁嘉駿

我覺得上海的學生很有創意，他們跟我們

的年紀一樣，但已能自己設計遊戲來跟我們玩。

另外，他們又很有膽量，當主持問誰人想表演

時，他們都說：「我想！」但我們慣常都會說：

「我不要！」我們要好好向他們學習。「我不要！」我們要好好向他們學習。

6C 余俊康

在上海世博展覽館，我們欣賞到很多個國

家的特色展品。在沙特館，我們又看到很棒的

3D 片段，讓我們知道沙特亞拉伯的歷史。

6P 趙雪兒

上海田家炳中學的預中一級同學十分熱

情，也很喜歡挑戰困難。一位不會說廣東話的

男同學竟然為我們獻唱《上海灘》。他勇敢的

嘗試，最後換得無數的掌聲。

東方
明珠
塔

古鎮

6P 葉偉東

在東方明珠塔上，

我們可以在懸空走廊中從

高處俯瞰整個上海的景

色，真是目不暇

給呢！

世博

男同學竟然為我們獻唱《上海灘》。他勇敢的

世博

國防教育基地

田家炳中學

分享會

地址：新界元朗公園北路2號    電話：24750328   傳真：24747289

電郵：ys2003@hkedcity.net      網址:www.ylaps.edu.hk

地址：新界元朗公園北路2號    電話：24750328   傳真：24747289

電郵：ys2003@hkedcity.net      網址:www.ylap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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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剛老師

6B 李焌輝

做一個軍人真的不

容易！今天，我們只是學

習軍人的基本站立方法，

已感到非常艱

難。



屬下小學及幼稚園運動日於 2012 年 2 月 9 至 10 日在元朗大球場順利完成所有

賽事及頒獎典禮，我們首天進行了一至三年級賽事及四至六年級的班際接力賽，一、二年

級的同學在競技遊戲時表現興奮，大家都希望爭取勝利，為自己班別及個人奪得榮譽。沒有賽事

的同學亦在看台上努力為同學打氣，表現出班本精神。隨着喝采聲過後，就是各班都想問鼎的班際接力

賽，相信六年級的同學特別緊張，因為這是他們小學階段的最後一個運動會了。

為了減低家長在親子接力賽受傷的風險，本年度學校更改了親子接力賽的模式，改用競技方式進行，就是家

長於 100 米起點開始，開步時頭頂膠圈，快速步行至 30 米距離後將膠圈丟在藤圈內。子女再從藤圈內拾起膠圈，跑

至終點為完成。雖然比賽模式改變了，但亦不減家長們參加之熱誠。

運動日第二天最主要是進行四至六年級的個人比賽，由於本校想大部份同學參與運動日，所以每位同學只能參與一

項賽事。同學們佈滿整個運動場參加賽事，大家都竭盡全力比賽，力爭在運動會取得獎牌。本校所有賽事完成後就是幼

稚園友校邀請賽，校長邀請了 24 間友好幼稚園參加，我們把各幼稚園分成三組進行四乘二十五米的接力賽。原來幼稚園

的同學都不讓小學的哥哥姐姐們專美，他們也是訓練有素的，全場所有嘉賓及同學都為他們喝采。最後就是隆重的頒獎

典禮，我們很榮幸能夠邀請到香港羽毛球總會義務秘書周日光先生蒞臨主禮，周先生的蒞臨令我們的運動日生色不少，

他的教誨亦為同學得到了很多啟發，而運動日亦在一片歡樂聲及「帽海揮動」中完結。他的教誨亦為同學得到了很多啟發，而運動日亦在一片歡樂聲及「帽海揮動」中完結。他的教誨亦為同學得到了很多啟發，而運動日亦在一片歡樂聲及「帽海揮動」中完結。

的同學亦在看台上努力為同學打氣，表現出班本精神。隨着喝采聲過後，就是各班都想問鼎的班際接力

賽，相信六年級的同學特別緊張，因為這是他們小學階段的最後一個運動會了。

賽事及頒獎典禮，我們首天進行了一至三年級賽事及四至六年級的班際接力賽，一、二年

級的同學在競技遊戲時表現興奮，大家都希望爭取勝利，為自己班別及個人奪得榮譽。沒有賽事

「2011-12屬校運動日」
李嘉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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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校幼稚園接力賽頒獎

會長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

揮動運動
帽歡送嘉

賓

「吳會長致辭」

主禮嘉賓周日光先生

親子接力賽
班際接

力賽



普通話集誦 季軍

粵語獨誦 2亞軍 1季軍 19 優良

英詩獨誦 1冠軍 3亞軍 4季軍 20 優良

普通話獨誦 7冠軍 4亞軍 5季軍 20 優良

體育比賽

活動 / 比賽項目 成績
全年總錦標 (元朗區 ) 男子團體銀獎

2011-12 全港學界精英羽毛球比賽 (小學

組)

男子雙打冠軍  男子單打 8強

女子雙打 8強

元朗區學界羽毛球比賽 男子單打亞軍  女子單打季軍

男子雙打冠軍  女子雙打冠軍

2011-2012 全港小學區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團體季軍女子團體 8強

傑出運動員(羽毛球)6A陳佑維

2011-12 分區青年全能大比武男子

2000 年出生組

男子單打冠軍

2011 西貢分齡羽毛球比賽青少組 MI 組 男單冠軍

2011 仁愛堂暑期羽毛球比賽少年組 男單冠軍  女單冠軍

2011 中銀全港青少年羽毛球錦標賽 99-00 年組 男雙 8強  女雙季軍

2011 中銀全港青少年羽毛球

(章別 )訓練計劃

女單季軍  男單亞軍

2011 仁愛堂暑期羽毛球比賽 女單冠軍

北區分齡羽毛球比賽 2011 女單季軍

元朗分齡羽毛球比賽 2011 女單殿軍

第十六屆校長盃小學羽毛球比賽

(馬頭涌官小 )

男子單打冠軍

女子單打優異 (8 強 )

元朗區校際水運會 團體 3 亞軍  接力 3 亞軍

個人 2 冠 5 亞 2 季 2 殿

學界足球賽 冠軍

全港學界足球比賽 黃梓豪 (元朗區代表 )

亞軍及最有價值球員

屈臣氏最佳運動員 6B 黃梓豪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傑出學生資助

(非學術範疇 )2011-2012

6P 陳彥霖 5P 郭普傑

5A 譚嘉騫

友校接力賽 1冠軍 2季軍

活動 / 比賽項目 成績

明日領袖獎 6P 梁韋晴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嘉許計劃 2011-2012 6P 梁韋晴

元朗區青少年英文朗誦比賽

(元朗大會堂 )

2金獎(1季1優異)

5 銀獎 15 銅獎

Shung Tak Catholic English College 
English Speech Contest 2011

1 亞軍  1 季軍

TWGHs Lo Kon Ting 13th Annual 
Story Telling Competition

2 優良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

請賽 2011

1 一等獎 7二等獎

9三等獎

全港機械人運動會比賽 1季軍

元朗區兒童普通話朗誦比賽

(元朗大會堂 )

2 金獎 (1 亞 1 季 )

9 銀獎 10 銅獎

第十六屆屯元區普通話朗誦比賽

(色嗇園主辦 )

高級組冠軍 

中級組優異 

初級組優異

第二屆港深區普通話朗誦比賽 1季軍

第十八屆元朗區小學生德育故事演講

比賽

1亞軍 1優異

第七屆屯元區小學生普通話才藝比賽 1亞軍 7優異

第十四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2

4 優異星獎 1金獎

元朗區綠化嘉年華－花卉拼圖比賽 優異

香港童軍總會伍元獎券籌募運動 $28,880.00

小女童軍拾元獎券籌募運動 $6,000.00

「公益金便服日」籌款 $21,330.00

公益金慈善清潔運動籌款 $16,379.50

公益金慈善花卉義賣籌款 $5,150.00

日期 主辦機構／項目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班級 / 名單

15/3/2012 城市當代舞蹈團 學校文化日計劃 屯門大會堂 P.5
24/4/2012 平機會學校話劇巡迴表演 《藍藍的故事》 本校禮堂 全校學生

24/4/2012 花旗集團贊助 《Agent Penny & Will Power》
理財世界之最後勝利

本校禮堂 全校學生

24/4/2012 校本活動設計 《藝術日》 本校 全校學生

24/4/2012 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比賽 喳喳組別

牛仔組別

28/11/2011 音樂事務處 《節日的中國》中樂音樂會 屯門大會堂 五年級

4/11/2012 誇啦啦藝術集匯 A Christmas carol 屯門大會堂 四–六年級

12/2/2012 香港動植物公園寫生比賽

30/11/2012 第四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4P 鍾瑋霖 5P 李凱甯

25/10/2011 學校文化日 2011 無極高峰會 屯門大會堂 5A 班

13/11/2011 渣打藝趣嘉年華 視藝組學生

20/10/2011 第十六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校內比賽

5/2011 第三屆兩岸四地中國青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兒童書畫優異獎 5P 黃衍琳 4P 李凱甯

9/2/2012 第 64 屆學校音樂節 初級組合唱團比賽 (優異 )

20/3/2012 第 64 屆學校音樂節 高級組合唱團比賽 (季軍 )

16/3/2012 丹尼食品公司 第三屆學界減碳環保素食日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季軍

4P 何伊莉

6P 鍾家欣 4P 林康雯

18/3/2012 2012 全港青少年鋼琴比賽 幼童組銀獎 (季軍 ) 2C 張安盈

11-12藝術教育活動報告 葉雪妍主任

2011-2012年度課外活動比賽成績摘要
第63屆學校朗誦節 其他校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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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桂儀主任



數
學
週

在二月八日，中文科、普通話科、常識科

及家教會合辦一個名為「華服日」的跨科活動，目的

是讓同學感受中國傳統節日的氣氛，從而加深對中國傳統

文化的喜愛。

當天同學與老師穿上漂亮的中國傳統華服，在雨天操場猜燈

謎、說普通話新年祝福語並玩攤位遊戲。攤位遊戲有「民族服裝對對

碰」、「歡天喜地說圖意」、「叮叮噹噹迎新歲」、「新春用品大搜查」、

「剪紙」、「寫揮春」和做小手工藝。同學玩完遊戲，家長姨姨蓋印，

同學即時可換領新春小食及小禮物。玩完攤位遊戲後，同學一個個排隊到

禮堂參加普通話才藝表演。

當天的活動，同學、老師、家長都全程投入，玩得十分高興，有

些同學更希望學校明年華服日能多加些時間，讓他們能更盡情投入活

動。

華服日
鍾容娥老師

為了響應聯合國教育選定的「世界閱讀

日」，推動全球的閱讀風氣；讓學生認識世

界閱讀日的意義及紀念多位對文壇貢獻良多

的文學家；鼓勵全校學生多閱讀圖書，養成

良好的閱讀習慣，所以今年我們舉辦了以下

活動，藉此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

世界閱讀日

在二月八日，中文科、普通話科、常識科在二月八日，中文科、普通話科、常識科

活動，藉此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活動，藉此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活動，藉此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

舉行日期 項目
1 3 月 世界閱讀日海報書簽設計比賽 (全校 )

2 4 月 16-23 日 世界閱讀日簡介展板

3 4 月 宣傳「4‧23 世界閱讀日」

4 4 月 16 日 作家、故事特工隊到校講座 (小四至小五 )

5 4 月 23 日 講『德』好聽故事比賽 (小一至小三 )

6 4 月 23 日 閱讀分享 (小四至小六 )

7 4 月 23 日 4.23 全校師生大閱讀

8 4 月 17-20 日 圖書推介星聲★ (全校 )

9 4 月 17-23 日 專題新書展覽 – 藝術圖書展

10 4 月 23 日 4.23 入館借書派發紀念品

講『德』好聽故事比賽 (小一至小三 )

世界閱讀日海報書簽設計比賽 (全校 )

世界閱讀日世界閱讀日

作家講座

書展

故事比賽

圖書分享

學生大使宣傳

海報設計比賽

圖書推介星聲

世界
閱讀
日簡
介 全校齊閱讀

閱讀日介紹

當天的活動，同學、老師、家長都全程投入，玩得十分高興，有

些同學更希望學校明年華服日能多加些時間，讓他們能更盡情投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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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倩潔老師

在二月八日，中文科、普通話科、常識科在二月八日，中文科、普通話科、常識科在二月八日，中文科、普通話科、常識科在二月八日，中文科、普通話科、常識科

普通話才藝表演

投入玩遊戲

家長姨姨煮美食 寫揮春

陳校長致詞

同學玩搲子

玩民間手工藝華服大合照華服合照

開開心心穿華服
家長義工

與同學玩
遊戲



藝術日踏入三歲了 ! 今年的主題是「戲劇人生」，所以我校

請來資深粵劇老師，讓同學有機會粉墨登場，一同學唱戲、學造

手，大家都學得很興奮。

令人尊敬的敏叔真是神乎奇技，一雙巧手可以撕出各式各樣

栩栩如生的東西，還有教造紙雕的蕭老師，給我們製作一個小巧

精緻的書夾，留個愉快回憶。

最愉快的莫過於看話劇了，中、英話劇，為同學們帶來雙語

樂趣，歡笑聲不絕於耳……

藝術日，明年再見 !!

「Fun fun 藝術
日」

「Fun fun 藝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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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琬琳老師 劇團來表演話劇—
「最後的勝利」

利用戲劇藝術帶出理財概念

原來笑容也可以撕出來的

大家耐
心地研

究壓筆
用法

可愛的留言夾製作

曾副校與蕭老師留影

同學的文武生及花旦扮相多神似

粵戲劇導師、同學和老師大合照。

老師做動作，同學
輪流猜猜是什麼。

5P 班同學的武生扮
相，維妙維肖。

5A 班 練 習 造
手，有板有眼。

藝術融入英
語學習，沒

難度呢！

敏叔範撕紙技巧

敏叔
的自
畫像



傅偉樂 5A
一年一度的數學週終於

到了。這次的數學週多了一個活

動：「跟你做個 friend」。我覺得

想出此活動的老師很聰明，因為同

學又可以學到知識，又可在遊戲

中體驗到樂趣。簡單來說，

就是「兩全其美」啦！

鄧天樂 5A 
今年的數學週有兩個環節：

「跟你做個friend」和「班際大比拼」，

兩個也很好玩。當中我有份代表我班參加

班際大比拼，戰況相當激烈，我班在比賽

中反敗為勝，十分開心。數學週不但能引

起同學們對數學的興趣，還使我們明白

遇到難題時，不要放棄，要多作嘗

試，才能找出正確的答案。

到了。這次的數學週多了一個活

動：「跟你做個 friend」。我覺得

想出此活動的老師很聰明，因為同

學又可以學到知識，又可在遊戲

中體驗到樂趣。簡單來說，

就是「兩全其美」啦！

「跟你做個friend」和「班際大比拼」，

兩個也很好玩。當中我有份代表我班參加

班際大比拼，戰況相當激烈，我班在比賽

中反敗為勝，十分開心。數學週不但能引

起同學們對數學的興趣，還使我們明白

葉誠熙 6C
五月二至四日是本校的數學週。

六年級的班際大比拼在五月三日舉行，身

為隊長的我很榮幸可以代表我班 6C 班出賽。

但這次的勝利不只是我一個人的功勞，還有楊梓

謙和林晏生同學一起努力的成果。

在這次的比賽中可謂高潮起伏，我們最初是

四班中最低分的一班，後來追成平手，靠大家同

心協力，最後我們成為這次比賽的冠軍班別。

謝謝數學科陳志剛老師鼓勵我參加這

次比賽，使我有這次愉快又寶貴的回

憶。

起同學們對數學的興趣，還使我們明白

遇到難題時，不要放棄，要多作嘗

中反敗為勝，十分開心。數學週不但能引

起同學們對數學的興趣，還使我們明白

( 科學探索 ) 07-08/11/2011

班級 活動名稱 目的

P.1 自製對講機 認識聲音產生的原理

P.2 釣魚 (社區設施 ) 認識磁鐵的特性

P.3 風向計 認識風向計的設計原理

P.4 水果電池 認識閉合電路

P.5 衝天直升機 認識作用力及反作用力的理論

P.6 水火箭 認識空氣壓力、作用力及反作用力

的理論

數
學
週

謙和林晏生同學一起努力的成果。

數
學
週

圖形題—砌七巧板

班際大比拼—大合照

P5班際大比拼
—必答題

P4 班際大比拼
—打氣題

P6 班際大比拼
—搶答題

跟你做個 friend

度量題

P2- 釣魚

( 社區設施
)

P3- 風向計

P1- 自製對講機

P4- 水果電池

P5- 衝天直升機

P6- 水火箭

科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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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倩
老
師

李世民老師



學生大使

大家好 ! 我叫博騫，最喜歡和嫲嫲談

天和聽歌。外出時，很喜歡與人玩耍。

梁宇薇老師的寶寶
你們好！我叫顯宥！很高興和大家見

面！我在 3月出生，強項是笑和吹

口水波，媽媽希望我成為一個乖孩子

和開心過每一天。

小組討論，提升溝通技巧

老
師 喜 訊

李世民老師的小寶寶

和開心過每一天。

學生大使學生大使學生大使學生大使學生大使學生大使

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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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詠珊老師
學生大使在本學年初成立，成員來自

二至五年級的同學，他們肩負著推廣學校活

動的責任。學生大使透過每周的活動，學習

利用廣東話﹑英語及普通話提升人際溝通﹑

演說技巧和談話的禮儀，從而在活動中培養

學生的責任感及領袖才能。本年度學生大使

在聖誕親子嘉年華中初試啼聲，為來賓作導

賞，介紹學校的歷史及設施；另外，學生大

使協助圖書科以廣播形式宣傳世界閱讀日的

活動，及在幼稚園到校參觀期間充當嚮導。

盼望在未來的日子裏，學生大使能夠有更多

機會實踐他們所學到的理論。

學生大使，人材濟濟

投入地工作

清楚說話，用心聆聽

讓我幫幫你！

加油！加油！



鄧中蔣志遠同學在高級程度會考取得 2A1B1C 佳績，可喜可

賀！其他同學的表現其實也不遑多讓：5D 班許家傑同學參加澳洲

皇家化學學院舉辦的澳洲國家化學測試，取得「特別優異」證書，

更屬全球成績最優秀的八百名參加者之一，獲頒特別獎座。同項

活動中，還有 5D 陳嘉雯、6E 羅家輝、6F 黃淑嫆、彭均健、7B 陳

美雲、蔡耀羲同學分別獲得優異證書或榮譽證書。

近年，鄧中更致力全面

提升同學的英語水平，特意

調撥資源製作跨學科學習教

材。是項策略能夠照顧學習

差異，讓不同能力的同學都

可以學好英文。

鄧兆棠中
學消息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活動2012

1.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週年聚餐
日期：2012 年 3 月 3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四時恭候，七時卅分入席   

地點：元朗西菁街喜尚嘉喜大酒樓

餐券：每位 250 元

當晚筵開 56 席，嘉賓校友雲集，濟濟一堂，首由吳汝欽會長致詞，揭開序幕。今年大會加插畢業 50 週年紀念，海鷗社

及潛龍社學長齊齊在台上切蛋糕慶祝，學長們更獲贈人手一枝康乃馨，場面溫馨感人。席間更有抽獎及唱歌表演助興，

場面熱鬧，好評如潮。

蒞臨出席嘉賓有文富穩主席伉儷、當年母校恩師：盧柳嬋老師、陳耀豐老師、鄧和睦老師、陳文英老師老師及陳婉玲老

師等。母校元朗公立中學校長鄧容偉明女士、副校長、老師及學生領袖十多人。此外，四所屬校鄧兆棠中學、元中校友

會小學、英業小學及劉良驤紀念幼稚園校長老師，各校家教會幹事等，晚宴於當晚十一時結束，賓主盡歡。

2. 粵東閩西旅遊聯誼活動：
日期：2012 年 3 月 18 日至 21 日

地點：廣東東部、福建西部（連城、冠豸山、石門湖、葉劍英紀念園、古田會議舊址等等）

團費：2,150 元   名額：70 名（以先到先得為準，若有餘額，將邀請本會友好人士參加）

3. 週年會員大會（2012-2014 年度理事會改選）
日期：2012 年 5 月 20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3時正     

地點：元朗公園北路 2號校友會小學

敬請  全體會員 撥冗出席，鼎力支持！

有關本會會所服務及查詢，歡迎致電：2470 6601（職員：敏姐）

傳真：2442 2596     會所電郵：ylpms2003@yahoo.com.hk 

許家傑同學在全球十多萬參加者中勇奪「八百強」獎座。 鄧中老師絞盡腦汁，令同學得到最適切的學習材料。

來自新加坡 Gan Eng Seng School 的幾十位同學，與鄧

中升旗隊及中二級同學交流心得。

筵開 56 席，喜慶滿堂，場面熱鬧。

會長、嘉賓、理事、各校校長、家教
會主席大合照。

金牌司儀，各顯風騷。

顧   問：陳志雄校長      召集人：曾品琛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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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小組：

鄧中—鄧仲賢主任

元中校友會中文秘書潘建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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