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為孩子心中的真英雄

不久前遇見幾位家長，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告訴我所參加的家長工作坊內容很實

用，令他們重新反思自己作為家長應有的態度，希望學校舉辦更多類似的家長工作

坊。那些家長口中所談論的，就是「6A 品格教育」。講者凌葉麗嬋女士引用在《6A 

的力量》一書中，兩位作者 Josh McDowell 及 Dick Day 分享養育十個孩子的經驗，

透過六項教育原則，鼓勵父母重新承擔作為「家長」的角色，重建家庭關係。

Josh McDowell 及 Dick Day 分 享 的 六 項 教 育 原 則 (6A)， 包 括 接 納

(Acceptance)、讚賞 (Appreciation)、關愛 (Affection)、時間 (Availability)、責任

(Accountability) 及權威 (Authority)。家長一旦在家裏開始啟用這六項教育原則中的

任何一項，必能與孩子建立更美好的親子關係：

1. 接納 (Acceptance)—家長必須以「接納」開始，因為接納是和孩子建立良好關係的關鍵。最理想的接納是無條

件的，不論子女的行為如何，他們犯了甚麼錯誤，經歷何種失敗，父母都會始終如一地愛着他們。事實上，很多父母對

子女的接納是有條件的，大多是基於他們的表現。當子女做錯了事，考試成績退步或有些反叛的行為出現，這些接納便

陸續消失，而敏銳的孩子們很容易察覺到當中的變化。只有無條件的接納，才能培養

子女的安全感，幫助他們建立良好的自我價值觀。各位家長，你們對子女的接納，能

否永遠都不改變呢？

2. 讚賞 (Appreciation)—在子女建立了自我價值觀和安全感後，「讚賞」可進

一步加添他們的自信。家長不應只顧逮住子女的錯誤，一味地讓他們改正；反倒要成

為一個「發現者」，先看看子女有哪些地方是值得被衷心地稱讚、表揚和鼓勵的。各

位家長，你們有否嘗試去捕捉子女做得正確的事情，爭取機會去給予子女肯定呢？

3. 關愛 (Affection)—當子女漸漸長大，他們會開始表現出不需要太多的關愛；

相對地，父母在言語和身體上給予子女的關愛亦明顯減少。事實上，向子女表達關愛

不但能讓他們體驗被愛的感覺，子女亦能從中增加自信，有助他們日後能與家庭以外的人保持良好的人際關係。各位家

長，你們有否每天用言語及行動向子女表達關愛呢？

4. 時間 (Availability)—在這個繁忙的都市，有些家長實在忙得不可開交，在子女有需要時，父母只能陪伴他們幾

分鐘。別忘記，花時間與子女相處，令他們覺得被重視，亦能向他們表達接納的重要。在早前家長日進行的「學生成長

問卷調查中」，過半數的學生認為家長不會定期地與他們進行親子活動，有少數家長甚至從來未與子女進行任何親子的

活動。孩子的一生只有一次讀小學的經歷，各位家長，你們願意花更多的時間陪伴子女渡過他們的小學階段嗎？

5. 責任 (Accountability)—「責任」和「愛的權威」是用來平衡以上四點的家庭生活原則。「責任」幫助子女學會

自律，要教導子女有責任心，家長必須以身作則，說到做到，不會輕易改變。各位家長，你們能否在子女面前信實可靠，

成為子女的模範？

6. 權威 (Authority)—關聯式的家長以愛為大原則，他們使用僕人式的領導，既有權威，又身體力行，讓子女學會

最負責任的生活方式。在「愛的權威」下，他們的子女有較高的自主能力，亦有能力自行決定正確的言行。

最後，作者把以上的原則比喻成一份菜譜：

先以「接納」開始，

接著加入「讚賞」；

佐以大量的「關愛」和「時間」，

然後放入「責任」，最後蓋上「權威」的鍋蓋。

不再成為怪獸和直升機家長，一起追求成為孩子心中的真英雄 !

校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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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孩子心中的真英雄

副副 校校校 長長長 的的的 話



很多家長都認同擁有良好的家庭關係和正向

有效的管教模式，能幫助子女健康成長，建立正

確的價值觀。因此本校積極推動家長課程，家校

合作，共同培育孩子。今年本校舉辦了多個家長

課程，家長們積極參與，更表示獲益良多。

踏入下學期，不少同學已完成紅色或以上的「彩虹存

摺」獎勵計劃，因此每月一次的「彩虹遊戲日」亦於三月

正式展開。同學們手持遊戲劵到「歡樂彩虹」攤位玩遊戲，

參加者都表現興奮和雀躍。

家長心聲節錄：
講座能夠讓我學懂如何與子女溝通及讚賞孩子。

原來很多事情都是家長的要求，沒有理會孩子的感受，我知道了教孩子的學問，能讓我與孩子相處更好。

我最深刻是明白關愛的重要，管教一定要有愛的基礎才有效。

講座令我能深思管教方面是否出現問題，實在地講解如何疏導孩子的情緒。

家庭的教育是很重要的，親子關係要努力建立。

我學懂適時放手及言語溝通的技巧。

我最深刻是明白改變關係要先由自己開始，別要求別人先改。

在 2016 年 3 月 4 日舉行的「元朗區教師發展日」中，我校有幸獲邀

負責其中一場分享會，題目是「如何運用學習管理平台 MOODLE 促進電子學

習」。當日約有 50 名同區的老師參加，在問答環節中大家都踴躍發問，期

望能知道更多有關的資訊。我校準備充足，獲得一致好評。

學校十分重視是次的分享會，早於大半年前開始籌備，各科組均盡情

投入，積極發揮團隊精神。在副校長的領導下，所有科目的科主任及老師

同心協力，把各科在不同範疇運用學習管理平台─ MOODLE 的重點及成

效，深入淺出地於發展日中展示出來。其實，推動電子學習最重要的一環

正正是教師培訓及團隊合作精神，很感謝各位科主任出色的帶領及老師的

付出。然而，電子學習的道路遙遠而漫長，將來會有更多更大的挑戰，希

望各位老師繼續同心合力，努力地推動電子學習，提高學生學習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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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遊戲日」

運用Moodle 的主題 內容簡介 應用科目
I) 在 課 堂 中 運 用
Moodle 促進電子學
習

老師開放 Moodle 權限，利用專家
小組，學生可自行查看、上載或修
改資料，進行電子學習。

中文科

II) 評鑑與回饋 利用 Forum 進行互動回饋，學生可
加予個人意見 ( 包括聲音 / 文字 )
進行互評或回饋

英文科
普通話

III) 如 何 運 用
Moodle 促進自主學
習

學生在 Moodle 看完 ETV，需完成
相應的選擇題目，回校再完成實體
習作 ( 作業練習 )，適用於 : 課前
預習、課後鞏固、處理解難題目。

數學科
常識科

效，深入淺出地於發展日中展示出來。其實，推動電子學習最重要的一環

正正是教師培訓及團隊合作精神，很感謝各位科主任出色的帶領及老師的

付出。然而，電子學習的道路遙遠而漫長，將來會有更多更大的挑戰，希

「家長課程」
「子女專注有辦法：執行技巧訓練」家長
講座 - 駐校教育心理學家謝凱能先生

「管教子女從夫婦開始」家長講座 
- 心靈階梯培訓總監余國健先生

「與孩子同行：認識兒童焦慮問題」家長
講座 - 駐校教育心理學家謝凱能先生「閱讀悅有趣」家長講座 - 駐校

言語治療師范霈宜姑娘

三節的「6A品格教育」家長講座 –
香港有品運動總幹事凌葉麗嬋女士

四節的「優質家長工作坊」- 童軍知友社社工

姜副校代表接受感謝狀

姜副校正簡述我校
運用學習管理平台

─MOODLE的概況。
教師發展日的盛況

「家長陶藝班」- 本校劉宏達老師

「元朗區教師發展日」分享會

在 2016 年 3 月 4 日舉行的「元朗區教師發展日」中，我校有幸獲邀

運用Moodle 的主題
I) 在 課 堂 中 運 用
Moodle 促進電子學

教師正用心講解各科
運用Moodle 的成效



傑出學生
屈臣氏最佳運動員 6D 鄺芷穎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傑出學生資助 (非學術範疇 )2015-2016 6B 陳宇曦 6B 吳卓殷 5A 陳卓洛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嘉許計劃 (2015-16) 6C 張安盈

第十屆元朗區傑出小學生選舉 6A 李銘軒 (最後二十強 )

元朗區學界田徑傑出運動員 4D 陳采旼 
元朗區學界羽毛球傑出運動員 5B 陳卓洛 5D 馬思詠 6B 張希霖 6D 張家謙

第 67屆學校朗誦節 體育比賽

其他校外比賽

籌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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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年度課外活動
比賽成績摘要

屯元荃區校際小學通識
問答比賽小組冠軍

粵語獨誦 1冠軍 2季軍
11 優異

英詩獨誦 1冠軍 2亞軍
2季軍 33 優異

普通話獨誦 4冠軍 5亞軍
5季軍 26 優異

粵語集誦 亞軍

「公益金便服日」籌款 $29,195

親子售旗籌款 (博愛醫院 ) 

「公益金慈善花卉義賣」籌款 $4,880

「公益金慈善清潔運動」籌款 $18,480

香港童軍總會拾元獎券籌募運動 $32,000

小女童軍拾元獎券籌募運動 $5,920

活動 / 比賽項目 成績
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團體冠軍  女子團體亞軍

男子單打冠軍  女子單打亞軍

2015-16 年度全港學界精英羽毛球比賽 男子雙打第 6名
男子單打第 8名

中銀香港 2016 年全港學屆羽毛球團體錦標賽 男子團體八強

元朗區校際游泳隊比賽 接力 1季 1殿  個人 1亞 3季 2殿

海獅會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季軍  女子組季軍

2015-16 年度靈愛小學水運會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殿軍

元朗區校際田徑比賽 女丙團體冠軍  女丙接力冠軍
女丙跳遠冠軍 (破紀綠 )
女丙 100 米季軍
男乙跳高季軍

陳震夏中學友 6人足球錦標賽 碟賽冠軍

陳呂重德紀念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甲亞軍

鄧兆棠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季軍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乙、女甲季軍

活動 / 比賽項目 成績
「Express 我的夢想」創作比賽 2015 低小組 10 強

第十屆滬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 4一等獎 (1 優異 )5 二等獎 14 三等獎

2015-16 友校小學中國語文常識問答比賽 團體冠軍 個人冠軍 個人季軍

元朗區議會 JOY 滿愛標語創作比賽 1優異

公民教育標語創作比賽 1冠軍 1季軍 1優異

2015Yuen Long District Children & Youth Speech Competition 8 銀獎 26 銅獎

STC English Speech Contest 2015 (Shung Tak Catholic English College) 1 季軍 4優異

STSS Interschool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2015 2 冠軍 1季軍 1優異

TWGHs Lo Kon Ting 17th Annual Story Telling Competition 1 優異

2016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保良局 ) 二等獎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元朗區 ) ( 基朗中學 ) 3 優良

第八屆伯特利盃元朗區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2個團體二等獎 1 個團體三等獎

2016 年環亞太杯初賽 3個二等獎 4個三等獎

第二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2015-2016) 團體賽第八名 團體賽優異獎
個人賽 3銀獎 3銅獎 2優異獎

2015-16 友校小學數學競技邀請賽 (鄧兆棠中學主辦 ) 計算競賽 2個二等獎 3個三等獎

第三屆小學拉格朗日數學邀請賽 6金獎 1銀獎 1銅獎

2016 港澳盃 (初賽 ) 1 金獎 6銀獎 15 銅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克邀請賽 2016 2 二等獎 3三等獎

第二十三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P6) 1 銅獎

數學遊蹤邀請賽 2016( 元朗公立中學 ) 冠軍

屯元荃區校際小學通識問答比賽 (2015)( 青松侯寶垣中學 ) 小組冠軍

2015-16 友校小學時事通識挑戰賽及新界西小學校際科學思維競技 紀念盃

「通識尖尖尖」- 元朗區小學校際通識尖子爭霸戰 (2015) 
(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

優秀表現學生獎

「小校園 x海洋公園藍戰士：冬日常識挑戰」 初級組優異獎

數理科技伯裘盃 -小學數學及科普解難比賽 1優異獎

數理科技伯裘盃 STEM - 小學磁浮列車創作大賽 2一等獎

元朗區小學校際數理、科技及工程綜合大比拼 2016 1 優異獎

第十九屆「常識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 嘉許獎 /我最喜愛的作品獎

2015 孫敬修杯全國講故事展演活動 (全國總決選 ) 1 一等獎

2015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比賽 (元朗大會堂 ) 2 金獎 (1 季軍 )17 銀獎 9銅獎

第二十屆屯元區普通話朗誦比賽 1 冠軍 1亞軍 3優異

第六屆港深區小學暨初中普通話朗誦比賽 1冠軍 3優異

第十一屆屯元區小學生普通話才藝比賽 全場總冠軍 1冠軍 1亞軍 5優異

第十八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6 2 金獎 1銅獎 1優異星 1優異

幼童軍主席盾急救比賽 季軍

女丙跳遠冠軍 (破紀綠 )

第 67屆學校朗誦節

屯元荃區校際小學通識

榮獲新界地域童軍十元
獎券銷售冠軍

鄧中舉辦的友校小學中國語文
常識問答比賽 榮獲團體冠軍、

個人冠軍及季軍

元朗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成
績彪炳，男團重奪三連冠

屯元區小學生普通話才藝比賽
榮獲全場總冠軍

元朗區校際田徑比賽 -
女丙榮獲團體冠軍

鄧中舉辦的友校小學中國語文

第三屆小學拉格朗日數學邀請賽
榮獲6金獎1銀獎1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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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日Art X KIDZ：感官旅程Sensory Journey』

3D 梁嘉瑤

我覺得今年的〔藝術日〕比上年更好玩，因為

可以做 Little Garden，而且 Little Garden 可以給爸

媽做生日禮物。

3B 李嘉慧

本年的〔藝術日〕很有趣，我會好好地照顧小

花園，而立體回憶好像真的一樣，招招織織也很好

玩，可惜沒有織完，今次的活動很不錯呢 !

5D 潘若嵐

我覺得立體回憶很好，因為到 3D立體館很貴，

但裏面很細。這個我不用花費。

6D 徐家寶

因為是最後一年的〔藝術日〕，我感到很自豪，

我每年〔藝術日〕都很開心，但這年是我最開心的

一年，讓我難以忘懷。

1A 班  鄧晧峰家長

很喜歡和欣賞學校能辦這樣的活動，讓小朋友們對藝術能有更多

的認識，孩子們也能全情投入〔藝術日〕，並回家與我們分享了今天

發生的有趣事，很好！      

4A 班 謝以禮家長

謝謝老師，讓小兒謝以禮感受藝術的樂趣。活動多元、多樣、多采、

多姿，也能讓孩子多體驗。

4C 班 陳璟曦家長

多謝璟曦親手做了一盒薰衣草味道的手作送給我，多謝你將這份

獨一無二的禮物送給我！ Thank you ！

5B 班 王　軼家長

〔藝術日〕的推行,引領孩子以不一樣的角度,去擁抱文化知識。

打開視野，去經歷，去抵達，去探索的觸覺感官旅程。                      

6C 班 張安盈家長

我十分欣賞學校舉辦每年一度的〔藝術日〕，因為可以讓學生接

觸不同類型的藝術，好像小女今年嘗試的「塗鴉」。對於她來說是首

次接觸，亦有助提升她的創意和色彩的運用。另外，「中樂欣賞」亦

是她們多接觸不同音樂的好機會。

範疇 藝術比賽項目 獎項及得獎同學
視藝 屯門區堆沙比賽 2015 冠軍

視藝 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冠軍：6A 譚雅蘊

音樂 第 68 屆香港學校
音樂節

團體 : 1 優良 1 良好
個人：1冠 24 優良 16 良好

舞蹈 世界演藝舞蹈及
音樂公開大賽
2015( 拉丁舞 )

本校榮獲【傑出演藝舞蹈成就大獎】冠軍
5D 鄒梓卿（共獲 10 冠）
5C 戴若汶（共獲 5冠 1亞 1季）
5D 蔡君珩（共獲 5金）
6D 許鳴儀（共獲 2冠 2亞 3季 3金）
6A 陳宇曦（共獲 1冠 1亞 3金）：

舞蹈 第 52 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組：甲級獎

體育舞蹈組：4優等 2甲等 6乙等

戲劇 15-16 香港學校
戲劇節

傑出劇本獎
傑出演員獎：6C 吳卓堯、
6C 張安盈、6A 李旻謙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範疇 藝術活動項目 參與同學
參觀 · PMQ deTour 創意匯聚十日棚 2015 學校

導賞團
· 學校文化日：碗窯展覽導賞團

P.4-6
老師挑選之學生

表演 · 蓬瀛仙館—敬老齋宴表演活動
· 蓬瀛仙館二十周年誌慶暨乙未年團年午
宴表演活動

鼓樂隊及拉丁舞組

工作坊 /
音樂會

· 學校文化日：周展彤中西齊擊樂作坊
· 學校文化日：粵劇全接觸
· 學校文化日：賞識現代舞
· 香港管弦樂團「音樂密碼」音樂會
· 「樂韻播萬千」音樂會

P.2
P.6
中國舞組及拉丁舞組
P.5
P.3-4

展覽 · 看得見的希望學生作品展 (又一城 )
· 渣打藝趣嘉年華
· 元朗文藝協進會：羅澄波書法展

老師挑選之學生

P.5

推薦計劃 · 全港中小學藝術大使
· 2016 元朗區文藝之星

6C 張安盈  5C 戴若汶
5C 黃鈺婷

一年，讓我難以忘懷。

梁宇薇主任  謝琬琳老師

本年度「藝術日」主題 -- 感官旅程 Sensory Journey，讓學生以不同的感官體驗藝術。當天的活動由本校術科（音樂科與

視藝科）老師精心策劃與教授，包括【身體畫布】（身體彩繪）、【雪人來了】（食物藝術）、【Little Garden】（微盆景製作）、

【瀟瀟颼颼沙沙聲】（聲響創作）、【齊來薰一 Fun】（香薰手霜）、【無限 ? 無極 ?】（中樂欣賞）。今年特別要多謝一班家長

義工們的參與，教授低年級同學製作棉花糖雪人。另外，今年特別訂製了一幅3D立體地畫，讓每班同學與班主任『留住立體回憶』。

今年【藝術日】多姿多彩，讓我們齊來回味一下當天的活動情況！

學生心聲 家長心聲

3D 梁嘉瑤 1A班  鄧晧峰家長

範疇 藝術活動項目 參與同學參與同學

2015-16 年度 藝術教育
活動及比賽成績 摘要

三年級的同學正細心
研究小花園的設計

校長也來出分力，拼砌出
本年藝術日的五感主題

難得可以使用噴漆，六年
級的同學都感到很新鮮

本校話劇組勇奪五個獎項

本校學生榮獲屯門區堆沙比賽冠軍



了解河源的水利建設及環境保育是本年度「同根同心」交流計劃的學習目的。三日兩夜的行程中，我們的學生到

過的地方不少，計有萬綠湖、新豐江水庫及水電站、音樂噴泉、農夫山泉生產企業，以及雅居樂小學。透過到河源交流、

觀察和親身經歷，能讓學生了解河源水資源的開發和保護，加深他們對環保的認知和關注。

是次交流獲益良多，讓學生比較香港及內地在環境保護的不同之處，使他們更加珍惜食水及多做保育工作。所以

這次「同根同心」交流，正好給本校學生一個好好學習機會，除了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及終身學習態度外，亦能培養

他們團隊合作精神，實在是一次難得的體驗旅程。

5

同學心聲

一邊遊覽一邊學習的同學們，抵讚﹗

污水真的變回淨水了

同學們最
喜愛的農
夫山泉

今天認識了國內的新朋友

來看看我們的作品美不美

同學們非常專心啊﹗

真想帶你們回家

「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

來看看我們的作品美不美

在這三天裏，我不但學會

了不同與水有關的知識，還訓

練了自己的耐性，希望有機會

可以再到河源遊覽，回味這些

經歷。

在這次交流中，我最難忘

和喜歡的就是音樂噴泉，它的

泉水可噴到一百六十九米高，

景色十分壯觀，而且當晚風勢

很大，水粉吹到我們身上，把

我們弄濕了。

在這次交流活動中，我學

會了自律、互相體諒和合作精

神。真的希望能從頭來一次，

跟同學們一起吃美味的午餐，

一起進行開心的集體活動，以

及跟老師一起進行反思會。
在第三天旅程，我們來到

污水處理廠參觀，首先的印象

是臭，我想一定會很臭呢﹗原

來，污水處理廠沒有散發臭味，

真是喜出望外，我永遠會記着

這段美好的回憶。

5A 黎子慇

5B吳宇橋

5C梁卓妍

5D曾洛敏

一邊遊覽一邊學習的同學們，抵讚﹗一邊遊覽一邊學習的同學們，抵讚﹗一邊遊覽一邊學習的同學們，抵讚﹗一邊遊覽一邊學習的同學們，抵讚﹗一邊遊覽一邊學習的同學們，抵讚﹗一邊遊覽一邊學習的同學們，抵讚﹗

同學們最

污水真的變回淨水了

真想帶你們回家真想帶你們回家真想帶你們回家真想帶你們回家



6C 張安盈

在華服日裏，我不但學會了

中國文化，如中國傳統的服飾、

節日風俗，更在我的小學生涯中

留下美好回憶。我希望升讀中學

後也能參加這種特別的活動。

華服日

6

4C 張琬婧

同學都在華服日穿上各

種款式的華服，漂亮極了！

當天有不同的攤位遊戲。我

在「新春許願」攤位，把揮

春塗得美美的，急不及待帶

回家讓爸媽欣賞。

4D 陳綺桐

華服日當天，我非常快

樂和緊張。在普通話班際比

賽裏，各班的代表同學都以

流利的普通話表達。我班經

過一場激烈的決鬥後，終於

取得了勝利！

5B 王軼

當天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禮堂

的活動。各班派出代表，頭戴同學

用心設計，富有中國特色的帽子上

台展示。他們做出不同動作，突顯

帽子的精美圖案，表演很是精彩。

5D 陳希彤

華服日，真是充滿着喜氣洋

洋的傳統節日氣氛。我最喜愛吃湯

圓。這些暖烘烘的「愛心湯圓」是

家長義工姨姨用心地為我們製作

的，充滿了愛心和對我們的祝福。

6C 文靜

我在華服日負責看管「新

春許願」攤位。雖然我沒有玩遊

戲，但看到同學七彩繽紛，設計

獨特的作品，加上他們臉上燦爛

的笑容，已令我非常滿足。

閱讀週
「我可以借閱《人魚公主》嗎?」「安徒生的童話書放在哪兒?」

為何安徒生的作品突然大受歡迎 ? 因為本校邀請了黃虹堅女士到校

舉行講座，為一、二年級同學分享童話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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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投入。 

另外，我們在四月十五日舉行了閱讀攤位活動。今年共有八個

攤位遊戲，包括月曆設計、剪剪剪、世界文化知多 D、數王和活捉

錯別字等。老師希望透過攤位遊戲，推介不同類型的書籍。同學們

最喜歡的是「剪剪剪」的攤位，同學需根據指示摺出十二層的紙，

然後畫出喜歡的圖形，最後小心翼

翼地剪下千變萬化的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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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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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虹堅女士為一、二年
級同學分享故事

故事媽媽分享故事，學生畫
出喜愛的雞蛋。

同學活捉錯別字。

體育運動專題書展

剪剪剪

同學專心地設計月曆

數學難題考考你

故事劇場

快找出Wally!

11/18-4-2016 故事劇場
12/19-4-2016 閱讀加油站
13-4-2016 故事媽媽分享

故事
14-15/4-2016 師生齊閱讀
15-4-2016 閱讀攤位遊戲

閱讀週事件簿



7

推動STEM 教育 - 讓學生發揮創意潛能
STEM 是代表科學 (Sciene)、科技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 及數學 (Mathematics)，推動 STEM

教學是全球教育發展的趨勢，旨在裝備學生，讓他們具備應有的知識、共通能力，以及價值觀和態度，以應對

二十一世紀的挑戰。

　本校與教育局合作推動 STEM 教育，以改變學生側重背誦，硬記資料的學習方式，透過科學及科技探究

活動，讓學生體驗科學的趣味及多變。五年級常識科的課程設計鼓勵學生動手動腦，發揮創意，從活動中滲入

「預測」、「觀察」和「解釋」等科學元素，提升學生數據分析技能，從而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精神，期望他

們能將科學與科技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To extend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broaden their horizons, a fi ve-day study tour to Singapore 
was held from 12th–16th January 2016. 15 students from primary six were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ingapore Study Tour.  

It was a fruitful programme that combined cultural and academic learning opportunities. During the tour, 
students had a three-day school visit in Yew Tee Primary School. They attended lessons and had a great 
time interacting with the local students. It provided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in their 
second language.

Besides the school visit, students went sightseeing in the city. They visited various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signifi cant places in Singapore, including Merlion Park, Science Centre, Gardens by the Bay, Singapore Zoo, 
Chinatown and NEWater. They gaine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about the various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All in all, the Singapore Study Tour provided not only th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beyond academic 
study, but also the great chance to encourage independence and enhance personal development.

以下是本校五年級學生設計的作品：

We are all ready to go! Welcome to Singapore!

Having a boat trip 
is so relaxing!

We are  looking fo rward  to 
having lessons with our buddies.

 ( A 隊參賽作品 )
磁浮原理

 ( B 隊參賽作品 )
磁浮原理

( 兩用清潔器 )
電能轉化成動能

( 多用途風扇 )
電能轉化成光能

( 電動車 )
電能配合齒輪轉化成動能

( 防盜器 )
電能配合接觸轉化成聲音

( 鹽水發電裝置 )
環保發電

( 多用途風扇 )
電能轉化成動能及光能

( 閃燈搖搖板 )
電能配合接觸轉化成光能

( 橫行蟹 )
電能轉化成動能

Singapore Study Tour 2015-2016

磁浮火車創意電子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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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舊生會主席將近一年，回想聖誕舊生會重聚日及與家長教師

會合辦的就職典禮，吸引各屆舊生踴躍參與，衷心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深深感受到畢業生縱使已經離校，但仍非常熱愛母校。

舊生會於 2016 年 5 月 28 日 ( 星期六 ) 下午 3 時半至 6 時半，在

母校禮堂舉行「第六次週年會員大會暨第二屆同學畢業20週年活動」。

我們準備的節目豐富，內容包括：舊照回憶、暢談往事、音樂小遊戲

及自助茶點等。這次活動，我們特別邀請第二屆畢業的師兄師姐出席。

當天，他們拖男帶女，與老師們聚首一堂，說往事，話當年，談近況，

溫情洋溢。大家歡度了一個難忘的下午。

請各位瀏覽舊生會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ylapsosa

本會會不定時更新資訊及次活動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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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年聚餐

舊生會

元朗公立中學 70 週年校慶 暨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週年聚餐場面感人。

一年一度的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週年聚餐，已於 2016 年 3 月 19 日舉行。今年貴為元朗公立中學創校 70 週年，元中校董會及

校友會理事會便決定聯合舉辦「元朗公立中學 70 週年校慶 暨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週年聚餐」。聚會當晚空前盛況，同學、校友

濟濟一堂，筵開 92 席，場面熱鬧非常。是次聚會除一如既往廣泛通知和邀約校友、老師、家長等出席外，更邀請當年任教老師蒞

臨慶祝，以及為畢業 50 週年的金禧校友們舉行簡單而隆重的切餅儀式，席間充滿歡樂氣氛，更洋溢著各校友對母校的懷念之情。

在場的學生及校友們競相與老師們拍照留念，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場面動人。儘管酒闌人散，大家仍意猶未盡，依依不捨，更約

定明年再會。週年聚餐在這歡愉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眾人祝酒慶賀元朗公立中學70週年

大家共聚一堂 金禧校友簡單而隆重的切餅儀式

「聖誕舊生會重聚日」大合照

「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暨舊生會就職典禮」花絮

幹事會主席   黃振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