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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媽媽，
可以陪我閱讀嗎？

溫志華副校長

香港學生的學習表現近年在很多國際性的學術研究中都能名列前茅，成績卓越，例如「學生能力國際評
估計劃」(PISA) 及「國際數學及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研究」(TIMSS) 等世界性研究結果顯示，亞洲地區學
生的表現獨佔鰲頭，甚至包攬前五位；當中香港僅次於新加坡排行第二位，歐洲表現最佳的國家芬蘭位列第
六，先進國家如英國及美國分別位列第二十和二十六，而表現較差的地區主要是非洲國家。香港學生能夠有
如此優異的表現，政府、家長、教師和學生等持分者當然值得高興，但若我們細心分析這些學術研究的內容
和評估模式，不難發現它們的重點是考核學生的學科知識及運算能力，這些技巧主要是透過強記和日常操練
而掌握。PISA 所顯示的數據中，香港學生在閱讀能力方面的表現也相當理想，在六十多個接受測試的國家當
中，香港名列第二，以上成績實在值得我們驕傲；但是報告中提到一項有關學生閱讀習慣的調查卻顯示，在
「喜愛閱讀指數」的範疇，若以 10 分為滿分，香港學生只取得 4.75 分；特別是在閱讀與學業無關的書籍方
面僅有 40.6%，而數據更呈下降的趨勢。

大家會否感到奇怪？若果香港的學生沒有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
他們為何能夠在 PISA 的閱讀能力評估中獲致佳績？其中一個可能的原
因是基於香港的語文課程，特別是語文評估都非常強調閱讀的理解能
力，故此在大量學習和訓練的情況下自然駕輕就熟；而且香港學生早已
習慣在定時定刻的情況下應試，故此我們的學生對同類型的測試當然應
付自如。PISA 的另一項有趣調查數據指出，香港學生在學校以外進行
的消閒閱讀時間 (reading for enjoyment)，每天半小時以上的少於五成，
而從未有作任何消閒閱讀的竟然接近五分之一；這個數字在六十多個接
受調查的國家當中，香港排名 24，究竟這個排名是否理想？良好閱讀
習慣對學生的學習成就、健康成長、全人發展、以致近期被坊間各界極為推崇的「自主學習」有何影響？他
們的關係如何？這絕對值得大家深思熟慮。

學校自然有責任推動同學的閱讀，但在學校以外，家長實在無旁貸， PISA 的報告清晰道出這問題的關
鍵。他們在世界十多個不同地區採用追蹤調查方式進行研究，結果顯示若家長在小一時有恆常與孩子進行「親
子閱讀」，他們到中學時普遍會有較佳的閱讀習慣，而閱讀能力也會更強，當中有些個案的例子差異更相等
於一個半學年。很可惜香港在眾多地區樣本之中，有親子閱讀習慣的家庭數目敬陪末席；只有剛過五成的家
長有陪伴小朋友閱讀，相對「親子閱讀效應」最強的新西蘭有超過九成的家庭都有親子閱讀的習慣。這個結
果其實與近年香港不同團體進行的類似調查吻合，香港家長與孩子伴讀的時間平均每天不到十分鐘，這是否
與成人生活忙碌，導致未能抽空陪伴孩子閱讀有關，實是見仁見智！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認為正確的價值觀，旁人不宜妄加判斷；但是我
深信：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作為父母，就有責任為孩子付出，甚至犧牲
一些個人的時間，屬輕屬重，各位家長應深思細想！暑假快到了，各位
爸爸媽媽，在安排形形式式的假期活動之餘，勿忘與子女享受閱讀的樂
趣！

深信：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作為父母，就有責任為孩子付出，甚至犧牲深信：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作為父母，就有責任為孩子付出，甚至犧牲
一些個人的時間，屬輕屬重，各位家長應深思細想！暑假快到了，各位
爸爸媽媽，在安排形形式式的假期活動之餘，勿忘與子女享受閱讀的樂
趣！趣！
爸爸媽媽，在安排形形式式的假期活動之餘，勿忘與子女享受閱讀的樂爸爸媽媽，在安排形形式式的假期活動之餘，勿忘與子女享受閱讀的樂爸爸媽媽，在安排形形式式的假期活動之餘，勿忘與子女享受閱讀的樂爸爸媽媽，在安排形形式式的假期活動之餘，勿忘與子女享受閱讀的樂



德育及公民教育是五種基要學習經歷之
一，本校積極推動德育及公民教育，每年均安
排學生參加「同根同心」國內交流活動，加強
培育學生的品德及國民素質。本學年，全級五
年級學生由十位教師帶領下，到訪了梅州，了
解客家的起源、歷史發展、風俗習慣、傳統文
化等。學生參觀了圍龍屋及當地的小學，讓他
們加深了解兩地的關係，體驗當地的學習和生
活模式。在短短三天的行程中，學生經歷不同
的集體活動，學習互相配合、尊重、欣賞等，
是一次多姿多采的走出課室學習之旅。

同根同心―梅州客家文化之旅

5A 班同學

三角鎮小學創立於 1919 年，校訓是尊道厚德、博
學善思。我們最難忘的是跟三角鎮小學的學生交流，他
們說話很快，但我們能聽懂，並努力嘗試用普通話跟他
們溝通。我們更跟他們學習客家話及寫書法呢！

交流後，我們對客家的文化有更多的認識，又學
懂照顧自己。我們知道客家人十分慳儉，不會浪費食
物，所以我們學會不要偏食。

5B 班同學

院士廣場是梅州文化教育的地標，廣場中央豎立了三
根石楣桿，分別雕刻有蓮花、蛟龍、鯉魚等圖案，寓意客
家人品行高潔、自強不息。凡考取功名者均可在祖屋和祠

堂前豎立石楣杆。

肩一小學創立於1914年，校訓是尊賢思德。
肩一小學的學生向我們授紅領巾，我們又齊唱客
家童謠—月光光，更一同品嚐客家美食—味酵粄。
然後，我們一對一交流剪紙及書法，十分開心。

物，所以我們學會不要偏食。

院士廣場是梅州文化教育的地標，廣場中央豎立了三

5A 班同學

三角鎮小學交流

2014年 11月 27日至 29日 
姜穎怡主任

院士廣場及肩一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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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品行高潔、自強不息。凡考取功名者均可在祖屋和祠



藝術日

梁宇薇主任

本年度【藝術日】完滿結束。她充滿「繽紛」和 Fun! 
本年度【藝術日】主題—ART X KIDZ: 繽 Fun，學習活動

包括【飛旋陀螺轉轉轉】、【結伴輕鬆黏土樂】、【FUN FUN
熱縮膠書簽】、【好玩地毯編織】、【樂韻悠揚手風琴】、【塗
鴉大師班】、【Hip Hop Hurray!】等不同藝術表演及工作坊。
我們也配合主題，將校園佈置成一件美麗的藝術品。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當中同學和家長的心聲⋯⋯

本年度【藝術日】完滿結束。她充滿「繽紛」和 Fun! 
本年度【藝術日】主題

同學的心聲
1B班姜力恆

在藝術當日，我參加了三個活動，其中
我最喜歡的是「平等細運會」，因為這個話
劇很有趣，他們表演得很好笑，令我們都很
開心。我又很喜歡在「飛旋陀螺轉轉轉」的
活動中，在陀螺上填上喜歡的顏色，又漂亮
又好玩，還可以帶回家。

家長的心聲
學校舉辦這個藝術日，令學生可以感受何

為藝術及如何欣賞藝術，雖然我們家長未能參
與，但小朋友回家後講述活動中的情況是非常
興奮，這表示學校舉辦得非常成功。    

同學的心聲
5B班 張雪欣

首先，我會跳 Hip-Hop, 我還有表演給大家
看。然後，我去學芭蕾舞，還介紹《仙履奇緣》，
我非常希望看畢全套的舞蹈劇。最後，我和小
一的同學一起用輕黏土做一隻小羊，小一同學
們對輕黏土非常感興趣。

小五帶小一，搓搓黏土，樂趣滿分。

同學們聚精會神地修剪了自己
的書簽，力求盡善盡美。

各同學像舞王上身，在強勁音
樂下大顯身手。

小六生用自己的名字進行
塗鴉創作，感覺新鮮。

家長的心聲
Hip-Hop 好勁啊！芭蕾舞很優雅！同時能觀看和

玩樂在其中，真的動靜皆宜。欣賞完舞蹈，又要發揮
「結伴成長」大姐姐的作用，幫助一年級生做輕黏土，
大家合力製作一個作品，成功感何其多啊！ 

本年藝術日場地佈置美輪美
奐，全由本校家長製作，校
長特此送出感謝狀。

織織復織織，小地毯再
合成大地毯 !

同學興奮地試
轉飛旋陀螺。

「平等世運會」一劇，讓同學
在歡笑聲中明白平等的重要。

五年級同學
的 耐 心 指
導，小一生
的作品當然
漂亮 !

司儀生鬼對白，博得全場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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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同學製作的熱縮膠
書簽誕生了 !

家長的心聲
很欣賞學校舉辦藝術日，令

小朋友能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接觸
不同類型的藝術元素及享受當中的
樂趣。感謝老師及工友叔叔姨姨們
的辛勤貢獻。   
樂趣。感謝老師及工友叔叔姨姨們

同學的心聲
2C班 茹鎵澄

我最喜愛的活動是做熱縮膠書簽，因為
能做到可愛又實用的書簽。

我第二喜愛的是【平等細運會】，因為
我學會了不能歧視別人。

我第三喜愛的是手風琴音樂會，因為能
聽到很好聽的歌曲。

各班在色彩繽紛的汽球相框內留影。

手風琴樂師奏出美妙的樂章。

校長戳破汽球，藝術日在歡呼聲中揭開序幕。

同學學跳 hip hop dance，隨著
節拍兩邊擺。

看 ! 同學們期待的樣子，
風琴快要奏出樂曲了。



鍾容娥老師

華服日活動內容豐富，有猜燈謎、花燈設
計比賽、普通話才藝表演、普通話劇場、攤位
遊戲等。

在開動禮中，邀請校長和家教會主席何劍
禮先生致詞，鳴炮後，活動隨即展開。每位同
學全程投入活動，面上也展現燦爛笑容。

此活動得以順利完成，全靠全校老師、員
工參與及家長姨姨的幫忙，在此感謝他們。

趙必南老師 李世民老師常識科於 1月 6-8 日進行了三天的科學探究活動，學生先認識相關主題的理論或原理，然後再進行分工，共同完成任務。
同學按指引進行預測，測試，從科學角度檢視及分析成效。各級同學對科學探索活動顯得十分雀躍及投入，大大培養同學的科學精神。

華服日

同學自信地運用普通話表演

華服日花燈設計的優勝者

喂！喂！這是我的秘密，
一起測試自製電話。

哪是甚麼原理？要仔細研究、研究。

快點吹，看你的氣動賽車快還是我的快！

快完成了水火箭，可以進行測試。

你看，我首先拯救昆蟲！

同學在普通話才藝表演中活潑興奮的演出

華服日在繽紛的花炮下揭幕 大家在操場上投入地玩各個攤位遊戲

科 技 周 

班級 活動主題

P6 水火箭

P5 空氣喇叭

P4 氣動賽車

P3 風向計

P2 釣魚 ( 拯救小昆蟲 )

P1 自製對講機

趙必南老師 李世民老師常識科於 1月 6-8 日進行了三天

同學在普通話才藝表演中活潑興奮的演出同學在普通話才藝表演中活潑興奮的演出同學在普通話才藝表演中活潑興奮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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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淑怡老師

本校 15 位六年級學生聯同兩位教師，於 2015 年 1 月
6 至 10 日期間，參加了由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舉辦的「新
加坡交流獎勵計劃 2014-2015」。透過是次遊學團，同學
們除了得以擴濶視野，
運用所學的英語外，他
們還學習到自我照顧，
守望相助及善於理財的
重要性。這些生活技
能，是課本及課堂所不
能提供的。雖然遊學團
經已結束，但老師們深
信，遊學團帶給同學的
愉快學習經歷，定必轉
化成信心，對日後英語
學習，提供更大的動力。

陳慧盈老師

「我可以借閱君比的書嗎 ?」「君比的《叛逆青春》系列
在哪裡 ?」君比的「專櫃」很快變得空空如也 ! 為何君比的著
作突然大受歡迎 ?因為本校邀請了君比到校講座，為五、六年
級同學分享閱讀和寫作的心得，同學專注地聆聽作家的講解。
到了答問時間，同學們熱烈地提出問題，被選中的同學更可獲
得作家親筆簽名的小說乙本，得到小說的同學都笑不攏嘴。

另外，我們在四月二十四日舉行了閱讀攤位活動。今年
共有八個攤位遊戲，包括現在工作中、動物手指偶、三字經、
書簽設計和孝子初體驗等。而我最喜歡的是「孝子初體驗」的
攤位，同學需要閱讀孝經故事後，模仿故事主角的孝行完成任
務，透過此活動，老師希望同學明白孝順的重要和學習如何孝
敬父母。

我最感興奮的是同學們都非常投入地參與不同的閱讀活
動，亦藉此感謝各位故事媽媽和家長義工為今次活動付出了不
少時間和心思，使我們的閱讀活動能順利地完成。少時間和心思，使我們的閱讀活動能順利地完成。

閱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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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淑怡老師

新加坡交流獎勵計劃 2014-2015



2014-2015年度課外活動比賽成績摘要

梁桂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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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校際羽毛球比賽

「齊來打擊網上罪行」
小學生剪報作文比賽

「通識尖尖尖」- 元朗區
小學校際通識尖子爭霸戰

幼童軍主席盾比賽屯元區小學生普通話才藝比賽

元朗小學校際跨學科
解難比賽

伯特利盃元朗區小學數學
多元挑戰賽

元朗區校際水運會

第 66 屆學校朗誦節

粵語獨誦 1亞軍 2季軍 17 優良

英詩獨誦 1亞軍 4季軍 32 優良

普通話獨誦 1冠 6亞 7季 23 優良

普通話集誦 優良

體育比賽

活動 /比賽項目 成績

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團體冠軍  女子團體冠軍
女子單打冠軍  男子單打季軍

全港小學區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團體季軍

全港學界精英羽毛球比賽（小學組）優異獎

第十九屆麥綺華校長盃小學羽毛球
比賽

女單亞軍  男單第 5名

元朗區校際水運會 男甲團體亞軍  
接力 1亞 1季 1殿
個人 1亞 2季 5殿

海獅會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亞軍  女子組殿軍 

靈愛小學水運會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季軍

元朗區校際田徑比賽 男丙、女丙接力第 4名
男子特別組 100 米第 2名

2014/2015 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長
跑比賽》

1冠軍 1亞軍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友校接力邀請
賽

男甲亞軍

鄧兆棠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甲季軍

其他校外比賽

活動 / 比賽項目 成績

第九屆滬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比賽 4一等獎 6二等獎 4三等獎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2014-15) 1 銅獎

「齊來打擊網上罪行」小學生剪報作文比賽 2優異

「超越自己•超越別人」小學生硬筆書法比賽 1優異

STC English Speech Contest 2014 (Shung Tak Catholic 
English College)

1 亞 1 季軍 2優異

Caritas Yuen Long Chan Chun Ha Secondary School 
Writing Competition

1 冠軍  4 優異

Caritas Tuen Mun Marden Foundation Secondary School 
Writing Competition

1 冠軍

TWGHs Lo Kon Ting 16th Annual Story Telling Competition 1 優異

元朗區青少年英文朗誦比賽 (元朗大會堂 ) 10 銀獎 18 銅獎

Interschool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2014( 鄧兆棠中學 ) 團體亞軍

2015 年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 2一等獎 4二等獎 3三等獎

2014-15 友校小學數學競技邀請賽 (鄧兆棠中學 ) 計算競賽三等獎

第一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1金獎 1 銀獎 4 銅獎 6 優異 
團體優異獎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元朗區 ) 3 優良

第七屆伯特利盃元朗區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1個團體一等獎   4 個團體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4 1 一等獎 6二等獎 16 三等獎

2015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1二等獎

2015 年數多酷研習社全港少年數多酷比賽 1優異獎

2015 港澳盃 4銀獎 15 銅獎

新加坡數學競賽 2015（香港賽區） 1金獎 4 銀獎 5 銅獎

第二十二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1金獎 2 銀獎 3 銅獎

屯元荃區小學校際通識問答比賽 (2014) 季軍

「通識尖尖尖」-元朗區小學校際通識尖子爭霸戰 (2014) 表現優秀學生獎

元朗區小學校際跨學科解難比賽 2015 小組季軍（最佳學科獎）

「屯元荃區小學校際通識問答比賽」(2014) 小組季軍

元朗區科學與科技培訓課程暨海、陸、空探索比賽 1 優異獎 1 二等獎 最具科學與科技
探索精神大獎

第十八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 傑出獎

元朗區兒童普通話朗誦比賽 ( 元朗大會堂 ) 1 金獎 ( 優異 )8  銀獎  9 銅獎

第十九屆屯元區普通話朗誦比賽 1 冠軍 1季軍 3優異

第五屆港深區普通話朗誦比賽 1季軍 1優異

第二十一屆元朗區小學生德育故事演講比賽 2優異

第十屆屯元區小學生普通話才藝比賽 2冠軍 2優異

第四十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全港青年普通話比賽 冠軍

第十七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1銀獎 2 優異星獎 3 優異

幼童軍主席盾比賽 季軍

幼童軍主席盾急救比賽 冠軍

傑出學生

屈臣氏最佳運動員 6D 吳天殷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傑出學生資助
(非學術範疇 )2014-2015

6C 陳日朗 6D 吳天殷 6D 莫浩賢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元朗區傑出小
學生

6D 黃珀朗

籌款活動

「公益金便服日」籌款 $28,380 

「公益金慈善花卉義賣」籌款 $4,640 

「公益金慈善清潔運動」籌款 $17,462.50 

香港童軍總會伍元獎券籌募運動 $39,000.00 

小女童軍拾元獎券籌募運動 $5,750.00 

親子售旗籌款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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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

「羊年賀新禧」親子揮春設計比賽 初級組優異

綠化環保會—雲泉仙觀親子寫生比賽 3冠軍 3 亞軍 2 優異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元宵花燈設計比賽 亞軍及優異

墨彩杯第十一屆全國青少年兒童書畫
作品電視網絡展評

一等獎及二等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關愛社區-和諧共融填色比賽 高級組  優異

2014 國際家庭農業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2等獎

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15 銅獎 :5D 湯煒晞

2015 奔向未來繪畫比賽 -亞太區賽事 二等獎

舞蹈

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小學組）乙等獎

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 體育舞蹈（小學組）：

甲等獎 (查查查 )

乙等獎 (查查查 )

甲等獎 (牛仔 ) 

乙等獎 (牛仔 )

第十一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 拉丁舞 ) 4C 鄒梓卿、4D 戴若汶共獲：

小學男女混合組 10 歲查查查
校際賽（亞軍）

小學男女混合組 10 歲牛仔舞
校際賽（亞軍）

小學男女混合組 10 歲倫巴舞
校際賽（亞軍）

小學男女混合組 10 歲森巴舞
校際賽（亞軍）

元朗區舞蹈節 銀獎

音樂

第 67 屆 香港學校音樂節 團體：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 小學合唱
隊 - 13 歲或以下 : 季軍
小學合唱隊 - 中文歌曲 -9 歲或
以下 : 優良

個人：
亞軍 2 項  季軍 1 項
20 個優良  5 個良好

精彩音樂滿人生 -學校聯演 優良表演獎 （鼓樂團）

戲劇

香港學校戲劇節 14/15
( 英文話劇 )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演員獎 :
6C 陳日朗、6C 鄧宇軒

香港學校戲劇節 14/15
( 中文話劇 )

傑出導演獎：
潘迪恩老師、陳志剛老師

傑出合作獎

書法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主辦
「超越自己·超越別人」小學生硬筆書法比賽

優異

其他

全港中小學藝術大使 5D 呂穎翹  5D 湯煒晞

元朗區文藝之星 4C 鄒梓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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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慧思老師

鄧兆棠中學「英語戲劇學會」於「香港學校戲劇節」的演出“We are Mushrooms”深受評判讚賞，與
拔萃男書院、瑪利曼中學等傳統名校一同脫穎而出，榮獲「評判推介演出獎」。大會更邀請本校劇團於 4 月 
30 日 ( 星期四 ) 晚假屯門大會堂公開演出，以推動學界及社區的戲劇發展。是次本校在「香港學校戲劇節」
囊括各個獎項，成績斐然，包括：

1) Adjudicators' Award 評判推介演出獎
2) Award For Outstanding Script 傑出劇本獎
3) Award for Outstanding Director  傑出導演獎 ( 兩位同學 )　
4)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傑出演員獎 ( 五位同學 )
5) Award for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傑出舞台效果獎
6)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傑出合作獎
在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鄧中同學載譽而歸，屢獲佳績。本校男子英詩集誦勇奪冠軍寶座；

英詩獨誦同時榮獲冠、亞、季軍三項殊榮；在粵語詩文集誦和粵語詩詞獨誦兩個範疇均奪得季軍；英詩獨誦
和粵語獨誦更分別有 55 位及 8位同學奪得優良獎項。畢業於校友會小學的 1D 班吳子納同學亦於“English 
Language Outreach Ltd.”舉辦的「全港中學生寫作比賽」中奪得初級組亞軍。

除了學術的成就外，鄧中亦重視學生的體育發展。在剛結束的元朗區學界羽毛球比賽，本校女子丙組奪
團體優異獎；男子甲組奪團體亞軍，而男子乙組隊更經七回合奮戰後，勇奪團體冠軍。

在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鄧中同學載譽而歸，屢獲佳績。本校男子英詩集誦勇奪冠軍寶座；在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鄧中同學載譽而歸，屢獲佳績。本校男子英詩集誦勇奪冠軍寶座；在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鄧中同學載譽而歸，屢獲佳績。本校男子英詩集誦勇奪冠軍寶座；在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鄧中同學載譽而歸，屢獲佳績。本校男子英詩集誦勇奪冠軍寶座；
英詩獨誦同時榮獲冠、亞、季軍三項殊榮；在粵語詩文集誦和粵語詩詞獨誦兩個範疇均奪得季軍；英詩獨誦英詩獨誦同時榮獲冠、亞、季軍三項殊榮；在粵語詩文集誦和粵語詩詞獨誦兩個範疇均奪得季軍；英詩獨誦

鄧 中 喜 訊
鄧兆棠中學「英語戲劇學會」於「香港學校戲劇節」的演出“We are Mushrooms”深受評判讚賞，與鄧兆棠中學「英語戲劇學會」於「香港學校戲劇節」的演出“We are Mushrooms”深受評判讚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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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鄧中同學載譽而歸，屢獲佳績。本校男子英詩集誦勇奪冠軍寶座；在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朗誦節」，鄧中同學載譽而歸，屢獲佳績。本校男子英詩集誦勇奪冠軍寶座；元朗區學界羽毛球賽男乙冠軍隊成員

中一課後自主學習班的學員專注溫習
本校英語戲劇團在「香港學校戲劇
節」囊括各個主要獎項

校小畢業生黃銘賢同學在 2014 年
中學文憑試考獲 2 科 5*，1 科 5**
的佳績

校友會陳學驥副會長

二零一五年的元中校友會周年聚餐於三月二十八日舉行了，筵開五十四桌。同學們多數未有參與，但我
為甚麼把你們牽進這個話題呢？

元朗公立中學已創立了六十九年。換言之，我們聚餐的校友是由十幾歲至八十多歲。那麼，六百多位年
齡差距這麼大的校友在一起，氣氛會不會怪怪的？

不會！畢業一年或六十年，我們所珍惜的，所記掛的，仍是我們的老師、我們的同學，和我們不斷重複，
幾十年都說不完的校園生活。

各位校小的同學，在未來的數十年，你們所面對的轉變，無論是個人的還是周邊的，肯定比你們的上一
兩代多。但是，在轉變的環境裏，最能鼓勵你的，陪伴你的，肯定和上述的所有元中校友一樣，仍是親人、
老師、同學、朋友。

因此，陳老師敦促你們，在你們忙於學習之餘，一定要敬愛老師和關懷同學，和他們一起感受羣體生
活的溫�和快樂。在校小畢業後，你們要永遠牽着手，圍繞着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校友會﹙按：是舊生
會？﹚。當然，如果你做了元中的學生，元中校友會正熱切地等待着年輕校友的加入。

元中校友會
周年聚餐與你 周年聚餐與你 周年聚餐與你 周年聚餐與你 黃景添老師為

照片中的校友
切蛋糕。201

5 年

是這班同學元
中畢業 50 周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