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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家長日在十一月十五日舉

行。當天除派發成績外，家長可直接

與老師傾談子女在校的表現。學校當

天邀請到「小海白創作室」到校擺設

攤位，讓家長及學生認識各種食物的

營養，了解均衡飲食的重要性。 

本校於十一月十日至十四日期間舉辦了「親

子齊齊讀」活動。家長進入課室與子女一起上課，

亦協助教師籌備教學活動、擔任課堂分組導師、

指導學生完成課堂作業。活動增進了家長與學校

之溝通，也加強了家長對課堂活動之了解。家長

表現十分積極，亦十分感謝教師們的努力付出。 

為提升教與學的質素，本校參與了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舉

辦之優質評核管理認証計劃，並於十一月一日(星期六)獲考評

局優質評核管理認証，為期五年(2014-2019)。考評局期間每年

最少訪校一次，而學校亦會提交最新之改善政策。 

十一月四日，秋風送爽，本校師生分級 

前往不同地點旅行。一、二年級前往大埔海 

濱公園進行親子旅行，學生在老師和家長的 

帶領下玩得十分高興，家長也在輕鬆的氣氛 

下進一步了解學生的學校生活；三、六年級前往鶴藪，四、五年級則前

往大尾督。師生們一邊欣賞美景一邊享受美味的食物、玩遊戲，共同享受郊遊的樂趣。 

    你                你認識你的腦嗎？它如何學習？十一月五日，本校 

邀請了腦科學與思維教育學院陳惠良先生主講「以腦科 

學為基礎的學與教」培訓工作坊。當天教師們了解了人 

腦的結構與性格、情緒及行為的關係，對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效能的模式作 

深入了解及分析。此外，教師亦學習了不少提升學習能力、刺激思維及提高學習動機的教學技巧。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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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及二十九日舉辦「廣州之西式建築及其歷史文化學習活動」，共有四位老師

及四十位學生參加。行程包括參觀中山紀念堂、石室聖心大教堂、廣州近代史博物館及廣州之建築物。

學生可認識廣州之西式建築及探究其歷史文化，了解保育建築對廣州經濟發展和社會民生之影響。 

十二月八日，參觀交流團的師生於學校與家長分享了他們這次行程的所得和感受。部分摘錄如下： 

新一屆的家教會委員已於十月選出，因此家教會於十一月十五日假本校雨天操場舉行就職典禮和

聚餐。會上，去屆主席鍾婉雯女士報告了過去一年的家教會活動，並感謝去屆所有委員的努力；新一

屆主席葉妙琳女士及新委員們接過委任狀，並宣誓努力為學校服務。 

典禮完後，與會的師生和家長進行聚餐，氣氛十分熱鬧。大抽獎環節禮物豐富，與會者都滿載而

歸。在此再次代表學校感謝去屆主席和委員們的努力！ 

 

 

 

 

 

 

 

 

 

 

 

 

 

 

 

 

 

 

 

 

 

 

 

 

 

 

 

 

 

 

 

任慧靈老師：……很感謝細心的領隊，

巨細無遺地照顧着學生；專業的導遊，

源源不絶地述說着每個景點的歷史、特

點與故事，吸引着孩子們去學習、去探

求……讓學生和我開了眼界，增了知識。 

4E 謝宇詠：我最難忘的是石室聖心

大教堂，因為我覺得它的建築很漂

亮，和有很大的玫瑰窗。我還知道了

為甚麼它是教堂，又被稱為「石室」。 

4A 賴婉怡：我最難忘的是可以到石室聖

心大教堂，因為我覺得這個大教堂的設

計很特別，教堂的外面有五個大鐘，我

覺得這個教堂的設計十分漂亮。 

4C 池俊樂：這次交流團是我第一次參加

交流團，令我學到很多東西。這次行程

令我最難忘的是沙面建築群，因為那裏

有許多各種各樣的外形，例如仿哥德式

或浪漫主義。我覺得這些建築都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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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九日是學校一年一度的聖誕聯歡會。全校師生穿著便服回

校，高、低年級輪流於禮堂參與聯歡會。每級也表演了不同的節目，包括

話劇及唱歌等，大抽獎環節更掀起全場高潮(本年度之高年級聖誕禮物全由

學校送出，低年級聖誕禮物則由學校及老師們贊助送出)。聖誕老人更到教

室大派禮物，令氣氛更為熱鬧。 

 

 

 

 

 

 

 

 

 

 

 

 

 

 
 

 

 

 

﹝因版位關係，本欄只節錄部分各類比賽獲得前三名的學生﹞ 

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學生姓名 獎項 

啟幼國際數學學會 2014 兩岸三地「優數盃」數學大賽(決賽) 

數學組二年級 3E 陳麗華 二等獎 

數學組五年級 6E 趙文軒 一等獎 

數學組二年級 3E 潘志健 三等獎 

數學組五年級 6E 李俊羲 三等獎 

心算組三年級 4D 饒傲芳 第三名 

心算組五年級 6E 胡海詠 第三名 

天水圍婦聯 2014 孝義頌小學生朗誦比賽 團體組 本校代表隊 冠軍 

救世軍 救世軍親子定向追蹤 2014  4D 陳嘉禧 金獎 

上海市歸國華僑聯合會 上海國際青少年書畫攝影大賽 國畫作品 6A 陳孝銘 銅獎 

元朗區議會及 

元朗區體育會 

元朗區體育節 

2014 全港青少年柔道隊際錦標賽 
男子 6-11 歲組別 3C 劉樂漢 季軍 

運動版圖有限公司 馬拉松 2014 親子同樂跑 女子組 11 歲 6D 曹采嵐 季軍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2014 年全港十八區健美體操分齡賽 女子單人 9-11 歲組別 6D 曹采嵐 季軍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全港校際花式跳繩比賽---麒麟盃 

女子小學 30 秒單車步 

五年級組 
5B 張婥琳 亞軍 

三年級組 3A 張穎嵐 亞軍 

為讓六年級學生對將要升中面試作充分的準備，本校於十二月十七日下午為六年級學生進行「升

中個人模擬面試」及「升中小組模擬面試」。學生需用普通話、英文及廣東話進行自我介紹和接受老師

提問，並與同學進行小組討論。 

「萬世師表」孔子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們深信，要做到「齊家、治國、平

天下」，必先從注意自己的儀表、言談、儀態開始。我們期望從小就培養孩子良好的禮儀，使孩

子更容易被人接受，受人歡迎，加強他們的人際關係。亦讓孩子學習尊重別人，當人人以禮相待

時，自己也可以體會到被人尊重的喜悅。本校以「禮儀」作為本年度之德育主題，學生需了解「禮

儀」的重要性，並懂得主動跟人打招呼，保持微笑，或以點頭示意；並注意自己的儀表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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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學生姓名 獎項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 

(香港區會) 

全港體育舞蹈公開賽好到底盃 

暨拉丁舞皇表演 

兒童及青少年 喳喳喳 
2B 洪偉琳 

季軍 

兒童及青少年倫巴 亞軍 

兒童及青少年 Cha Cha Cha 
1A 胡雪怡 

季軍 

兒童及青少年 Rumba 亞軍 

兒童及表少年 Solo CRJ 2C 徐紫嫣 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 獨舞三項 

2D 陳卓盈 

冠軍 

元朗區青年節青少年拉丁舞蹈比賽 2014 

兒童及青少年新人獨舞牛仔 銀獎 

兒童及青少年獨舞喳喳喳 銀獎 

兒童及青少年獨舞倫巴 銀獎 

兒童及青少年 Solo Roly Poly 

5C 郭倬君 

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 Solo Samba 季軍 

兒童及青少年 Solo Pasco Double 亞軍 

燕橋中港文化藝術交流 第六屆中港青少年 普通話詩歌中小組 4D 庾穎彤 金獎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2014 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8 歲男童 3C 劉樂漢 銅獎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14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中樂團比賽 小學 A 組(15-30 人) 本校中樂團 銅獎 

救世軍 救世軍親子定向追蹤 2014 定向跑搜 6E 羅官博 金獎冠軍 

香港跆拳道協會 香港跆拳道品勢比賽 2014 色帶組 6E 周楚翹 亞軍 

救世軍 救世軍親子定向追蹤 2014 定向跑搜 6E 陳曉程 金獎 

元朗區家庭生活教育 

宣傳運動工作小組 
「陽光笑容.家庭樂融」之標語創作比賽 小學組 3D 顧絡緣 季軍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 
地域主席錦標幼童軍比賽 繩結技能 

6E 陳曉程 亞軍 

6E 陳曉程 全場總季軍 

4D 陳嘉禧 全場總季軍 

資優幼童軍嘉許計劃 2014 年資優幼童軍 6E 陳曉程 資優幼童軍 

Y2Y Y2Y 2014 公園定向巡迴賽 
 

6E 羅官博 全場總冠軍 

仁愛堂體育中心 2014 仁愛堂跆拳道大賽 品勢組 6E 周楚翹 冠軍 

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 
第八屆國際跆拳道 

香港總會兒童青少年邀請賽 
品勢組 

6E 周楚翹 冠軍 

6E 劉建夆 亞軍 

新會商會中學及環保觸角 屯門區小學環保問答比賽 季軍 本校代表隊 季軍 

黃大仙區康樂體育會 黃大仙盃五人足球賽 2014 碟賽 3E 鄭焯楓 亞軍 

HAPPIPLAY GROUND X 

SFALO 
五人少年足球 挑戰碗 3E 鄭焯楓 季軍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 

鄧兆棠中學 

2014-2015 年度友校小學數學競技邀請賽 

 

數學遊蹤 本校代表隊 亞軍 

計算競賽 

6C 陳沛瑶 

三等獎 

6C 何文德 

6C 倪雍智 

6C 李俊熙 

6C 林卓謙 

 

https://www.docufreez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