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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學校所有持分者的信任，更要多謝一夥共事多年的前輩、同事們，

        對教育的熱誠、對學生的付出，令本年度關注事項 ---「建立正向價值

        校園氛圍」及「推行 STEM 教育」的各項目標順利完成，成果豐碩。

               

從過去的書本學習模式，到今日鼓勵創意創新的「實作」課程，在課程

中加入適合的STEM 元素及Maker Lab的開幕，翻轉了傳統的學習觀念，

學生可以 Learning by doing。面對問題時，懂得思考，更懂得動手解難，

為自己建構一個開放學習的環境，為自己增強創意及未來的競爭力。

「二戰」名將麥克阿瑟 (Douglas MacArthur) 的著名文章 ‘A Father's Prayer’，
他為兒子祈求的是勇敢、誠實、謙遜、溫柔，而不是擁有財富、權力或高學歷，

說明了一個人擁有良好的品德、正確的價值觀、正向的思維，便是最富有的人。

本校多年來，為學生制訂「正向勇士」的路向，通過故事創作，將 24 個正向品格強項灌輸

給學生，令他們認識自己的性格特徵，予以發揮。本年度更進一步以全新的故事，令「正

向勇士」進化至極受同學歡迎的「正向聯盟」系列的不同英雄人物，令他們透過喜愛的故

事及角色，更深入瞭解自己，增強抗逆力，自信地面對未來的挑戰，成為一位正直、具責

任感、勤奮的良好公民。

除學業成績外，本校亦重視學生的個人發展及如何幫助孩子面對將來的挑戰，

因此學校積極透過不同課程及活動，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增強學生的 4C: 溝

通 Communication、合作 Collaboration、創意 Creativity 及批判思維 Critical 
thinking；亦通過推廣閱讀及電子學習，幫助學生建立自主學習。學校同時利用不同資源，

為學生提供能深化多元智能的學習活動，例如在「中港小博客」中，學生必須通過有效的

溝通，合作為到訪元朗區的內地「展華」同學，安排特色美食及景點行程，以體驗式運用

各項的多元智能去鋪排、解決實際的問題。學生的投入行動，超出老師的預期，更深受家

長及內地老師的激賞，同樣這亦是老師心血的回饋。平凡的學業成績並非輸在起跑線上，

能勇於嘗試、不怕艱辛去創造自我，才是真正的贏在終點 !

一所學校的進步，除見證於學生的進步外，教師的專業發展，亦須同步緊扣。2018 年，

體育科謝偉雄主任，繼丘揚主任及余炳燊老師後，榮獲賽馬會「學校優秀教練」獎，實為

學校最寶貴的資產。我校的團隊自會繼續努力，為學生創建一所持續改進的學校，為他們

創建更光明的未來。

邢毅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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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 學 宗 旨

                 本校力求創造一個積極而愉快的學習環境，透過不同的學   

     習領域及多元化的學與教活動，為學生提供德、智、體、群、美

五育並重的優質全人教育，照顧他們的不同能力、需要及興趣，激

發他們學習，使他們均能發揮個人潛能，建立積極而正確的人生觀，

日後能各展所長，成為獨立而自主的終身學習者。

級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加強輔導

2017-2018
班數

4 4 5 4 4 4 2 至 4 年級每級 1班

2018-2019
班數

4 4 4 5 4 4 2 至 4 年級每級 1班

學校

生活

我們的校訓

每週上課日數：5 日    

每週上課節數：42 節       

每日上課節數：9 節

       （星期五：6節）

每節上課時間：35 分鐘 

上課時間：08:00—14:55

（星期五：08:00—14:15）

逢星期五下午進行周會、聯課活動或多元智能活動。

班 級 結 構

2014-2017

升中派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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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建立「正向價值」校園氛圍方面，我們強化上一週期「關注事項」　

　　　　　　          的成效，進一步鞏固學生的「正向價值觀」。首先，參照「正向價值理論」中的24

　                    個性格強項，然後，環繞在上一週期創造的 6位正向勇士，創作校本故事，引領

學生認識 24個性格的特點，還會在早會及週會定期向學生介紹具24個性格強項的著名人物，加深他們的

認識。接著，鼓勵學生參考不同的性格強項，訂定挑戰自我的任務；除此之外，透過不同性格強項的專題活

動及「校園正向大使」的培訓，全面地宣揚「正向價值」，把正向文化牢牢地植根在校園中。在今一週期，我

們繼續參與「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培養學生正面態度和價值觀」主題網絡計劃，藉

此為高年級學生設計校本的健康教育課程。另外，每一學期，在中、英及常課程會滲入正向價值元素在其中

一個教學單元中；而在非主科課程中亦滲入一個以「正向價值」為主題的學習活動，試圖在課程與教學，以

至課堂內外的活動，全方位建立『正向價值』校園氛圍。

發
展
計
劃

為推展首個「關注事項」，我們成立了「STEM」小組，成員包括

課程、數學、常識及電腦科發展主任，他們負責統籌課程及培訓

資優學生，並營造全校科學探究的氣氛，以及為各科組提「STEM」

的教師專業發展及技術支援。此外，我們設置「科技館」，添置

不同科技主題的展板及實驗模型，並定期更新；在小息及午休，

學生可在「科技館」瀏覽展板及進行實驗，在午飯時段，他們則

可觀看各類科技實驗影片，大大增加了他們探究科學的機會。

另一方面，「STEM」小組銳意發掘有潛質的學生加入「科技創新

小組」。這些資優學生加入「科技創新小組」後，會以抽離形式

在導修課及多元智能活動時段，進行各項科學探究為主題的任

務及研究；每學期他們需要完成一項研究報告，然後在科技館

與其他同學分享；他們還會接受培訓，參加各類型的校外比賽，

延伸學習，拓展視野。

　　　　學校發展計劃：本校以「推行『STEM』教育」及「建立

　　　『正向價值』校園氛圍」為 2017 至 2020 年度「關注事項」。首個「關注事項」

　　　的目標為營造科學探究的氣氛，以培養學生對自然、科學及科技世界的學習興趣，

　　　並加強教師專業發展，以設計「STEM」教育的學習活動及以科學探究為重點的學

習策略，從而透過「STEM」教育的學習活動，協助學生建構科學及科技的基礎知識和技

能。另一關注事項的目標為鞏固校園正向文化，並強化常規及非常規課程中的正向教育

元素。

     　　　　教育：科技館
推
行

這
小
小
的

科
技
空
間

，
孕
育
了
我
們

大
大
的

宇
宙
！

   MAKER LAB ---

 進入前，動動腦，動動手，激活科技細胞。

Learning by doing 

從做中學，培育小小科學家！

MAKER LAB( 科技館 )，設備齊全！

建立
          校園氛圍：正向

價值校本故事

　「正向勇士」與「智慧精靈」齊現光明，發放正能量 。 Y e a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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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評估策略課程發展組 　　學生由幼稚園進入小學是成長的一個重要階段，

為幫助他們適應，減低他們的焦慮，本校於 2017-2018

學年，特別為小一學生設計「小一評估策略」。

                            首先，中、英、數、常四科科任教師， 

                      會因應教學內容和重點，透過教師的專業  

            判斷和同級商議，在上下學期為學生設計適切的「進

展性評估」。此部分評估次數不限，亦不會計算入考試分數及排列

學生名次。於上學期期中及期末，老師更會為小一學生撰寫「評估報

告」，讓家長可了解子女在中、英、數、常四個不同範疇的學習表現，

以針對子女的學習難點，改善學習。

    此外，我們設定上學期期中的考試時間為 30 分鐘，上學期期末

的時間為 45 分鐘，而下學期的時間為 60 分鐘，

讓學生能循序漸進地適應考試，發揮所學。

學生於上學期各科的考試皆不會排列名次，

以減低壓力。

    我們期望「小一評估策略」能讓學生認識自己在學習上的強項和

弱項，幫助他們不斷改進，並讓教師檢視和       完善教學，提供有

效益的回饋和具體建議，讓學生和家長           知道如何改善學  

      習，愉快地踏入新的學習歷程。

      新學年光明小精英

學生勇於接受新事物，樂於學習。

學生認真學習，發展潛能。

好學生，坐定定，細心聆聽老師講解。

小一新生家長座談會 ( 一 ) 家長踴躍參加

小一新生家長座談會 ( 二 ) 邀請元朗大會堂

家庭生活教育組主任陸鳴茜姑娘分享

「小一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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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適應活動

       為使小一學生及家長能更快適應學校生活，使他 

 們 對 學 校 有 歸 屬 感， 學 校 安 排「 小 一 新 生 輔 導 日 」   

  及「小一新生家長座談會」。

 「小一新生輔導日」

讓學生體驗早會宣佈、班主任課、禮堂周會、小息以及由愛心大

使帶領參觀校舍。開學初期，小一班主任會加強提示校舍的設備

和訓練學生集隊。為了協助學生從幼稚園過渡到小學，學校安排

首兩周進行半日制上學，好讓家長及學生適應，小一班主任會在

開學初主動致電聯絡家長，暸解更多有關學生的適應、學習需要

和家庭狀況。

「小一新生家長座談會」

於 7月中及9月初舉行，小一家長將認

識相關班主任及行政人員，校長、課程

主任、訓育主任於禮堂向家長講解學校

之整體運作、課程設計及學校常規，並

解答家長有關一年級學生在學校生活的

疑難。

小息後，排隊上課室。

班主任向「小一新生家長」講解學校須知

邀請陸姑娘為家長協助孩子盡快適應學校生活

校長向家長介紹學校老師

同學們學習集隊，排得多麼整齊呀 !

同學們留心地聆聽校長訓話

终終於成為小學生了，快點掛上學生證 !

老師教同學們寫手冊

小息時，我認識了新同學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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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年，學校本着培養孩子     

的正向價值觀為目標，營造正向

校園氛圍。今年，我們嘗試加入六

大美德下的 24個品格強項，讓學

生明白任何人都可建立不同特質

的品格強項，只要和諧地、恰當地

運用個人品格強項，就能形成獨

特的個性，並能應付生活上不同的

挑戰。

    為了讓學生更具體掌握 24個

品格強項，我們設計了具備六大

美德的正向勇士，並利用他們創作

「正向傳說之光明傳奇」，學生透

過運用不同的品格強項解決故事

中所出現的難題，同時亦鼓勵學

生利用不同的工具尋找個人的品

格強項，我們會就所得的結果派

發具有六大美德的正向勇士為藍

本所設計的物品予學生，透過這

些不同的支架，讓學生具體地掌

握自己的品格強項，從而知道自己

的強項及限制。

    正向價值觀重視人生的意義，

因為人的幸福感必須感受到生活

的意義和價值後才能體現，另外，

正向價值觀亦重視全情投入及享

受事情，這種投入的狀態稱為「神

馳」(FLOW)，神馳的狀態可令人全

情投入於活動當中，因此我們積

極創造機會，透過不同的經歷，讓

學生投入於正向的生命意義中，

從而享受快樂。

看！我在專注

尋找智慧精靈啊！

  捐贈食物，還要

親自包裝，不簡單呢！

  作為校園拾荒者後，

你明白貧窮是甚麼嗎？

  畢業營裏，我們哭了，

因為──我們都愛學校！

  「愛‧傳‧播──社區行動」，

謝謝市民的參與，讓愛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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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家庭之外，學校生活是培養孩子正向價值觀不可或缺的生

活場所，因此學校及老師是建立孩子正向價值觀的重要元素，而正向

教育並不是單一課題，故此我們嘗試把正向教育有機地滲透於不同的

學科當中，讓學生在日常學習之餘，能以正向思維學習知識、感受生活。

    同時，正向教育並不是只讚賞、不批評，而是明白錯誤及失敗是成

長的重要過程，所以，以正面面對自己的過錯及失敗，從而改正，才是正

向價值的精神所在，因此我們會營造不同的機會，讓孩子在我們的指導

及鼓勵下面對困難及挑戰。

中國語文科

視覺藝術科及音樂科
體育科

英文科

常識科

中國文化一向重視美德

的培養，因此中國語文

科會根據不同的課題設

計不同的學習活動，並

嘗試加入課外讀物以滲

透正向價值觀，有機地結

合語文知識及正向價值。

作為第二學習語言，英國語文科嘗試在課堂以外創設

不同類型的語境，讓學生透過 English Channel及校

園佈置的英語氛圍學習正向價值，同時培訓學生成為

英語大使增強自信心，並挑戰自我。

常識科的學習不但

重視知識的灌輸及

技能的訓練，同時亦

強調態度的培養，因

此本科在不同的課題

均以培養學生的正向

價值為目標設計課堂活動，讓孩子「學在正向」中。

English Channel

English Day

好事日記

利用戲劇活動學習拒絕吸煙的技巧

我與凱倫凱勒相遇

我們一向重視體育運動

的推廣，因為體育運動

不但能鍛鍊我們的身體，

更能培養出積極堅持的

品德，我們相信孩子透過運動的過程暸解自己的

長處，同時懂得如何面對自己的限制、困難及挑

戰，而運動亦能提升孩子專注力，進入「神馳」的

狀態，達致正向價值的精神。

本年度，視覺藝術科及音樂科

分別推出了「好事日記」及「感

恩點唱站」，鼓勵學生在日常

生活中尋找值得感恩的好人好

事，利用「好事日記」及「感恩

點唱站」把正能量滲入校園的

每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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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一直致力推動

班級經營，讓學生能在一個

安 全 及愉快的課室環境學

習，透過不同的課室活動，

讓每位學生一同參與經營，

一同建立屬於大家的課室，

增加學生對班的歸屬感及凝

聚力，加強老師與學生及學

生與學生的關係，提升學生

的社交行為及學科學習的成

效。

  透過自訂班規活動，培養學生良  

   好的行為品德及自律守規的精

神，建立良好班風，並且營造和諧

及有秩序的學習環境，促進學生專

注學習，老師有效進行教學。

 提  倡一人一職理念，培養學生服務精神及責任感，發展學生潛能。同時讓學生在服務他人

      的過程中， 認識個人的長處及不足，並學會尊重和欣賞他人，從而提升學生自尊與自信，

      協助他們建立正確、積極及健康的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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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成立超過十五年，

以秉承「家校同心、

優化成真」的宗旨一直服務

至今。今天能有如此成就，實有賴教師、

一班熱心的家長委員及家長義工無私的

奉獻而來的。家長教師會不單造就了一

支支優秀的義工團隊，更為家長們提供

了一個溫暖的家，一個互相欣賞的平台，

讓家長能與子女一同學習、一同經歷、一

同成長。

故事

媽媽

午膳

支援

月餅

製作

探訪
老人

攤位

製作

新年

飾物義賣

    從義工服務到共同學習

       家長教師會成立多年，一直致力為學生 

         提供更優秀的學習環境︰從早上為孩子們

         檢疫至走進一年級生課室，協助同學安排

         午膳，均體現家長義工對孩子無微不至的 

       關顧；此外，一位位手舞足蹈、繪形繪聲的故

      事媽媽為一年級學生演繹一個又一個的正向

小故事，期望能把正向信息傳遍每一個學生的心中。

每當大型活動宣佈開始時，當然不少得協助活動的一

眾義工們，他們所付出的汗水，使活動更具意義。

我們的義工團隊更把關愛傳遍社區，每年定期參與社

區舉辦的活動，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發揮「施比受

更為有福」的道理。然而是誰把家長教師會的資源中

心打理得井井有條？那不就是一班無私的委員們，他

們用心經營，默默灌溉，使家教會成為一棵茁壯的大

樹，成為光明學校最強大的後援。

家長們透過參與學校活動認識彼此，互相交流，互相

學習，從而更能暸解自我，為促進親子溝通上了寶貴的

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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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營造科學探究

的氣氛，於課餘時間提供

不同的 STEM 體驗活動，以培
養學生對自然、科學及科技世界

的學習興趣。此外，電腦科於課

程中加入程式編寫等 STEM 元
素，協助學生建構科學

及科技的基礎知識

和技能。

資訊科技組

  mbot 軌跡賽

機械人足球活動

元朗區科技大賽

準備試射水火箭

六年級電腦課 mbot

  航拍訓練

電子教學短片工作坊

 參觀「長者智能家居」實驗室

  海陸空探索比賽

Incorpo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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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STEM Fun! 

One of the goals of 
STEM education is to promote 
creativity and exploration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Teachers of Kwong 
Ming School have organised an activity 

incorporating STEM into the Primary Four 
curriculum. In this activity, pupils were 

provided with reading materials about the 
custom of Cheung Chau Bun Festival and 

introduced basic scientific concepts of 
building. The pupils were then asked to 
build their own tall tower, in which they 

would learn and apply the concepts 
in a more entertaining and 

tactile way.

The pupils were 

reading the articles 

about Cheung Chau 

Bun Festival before 

they built the tower.

The pupils built their tallest tower together.

The pupils used spaghetti 

and marshmallows to build 

their towers.
Everyone tried their best!

The pupils had so much fun!
Fantastic! The pupils felt so proud of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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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認真製作爬山車，

十分投入呢！

終於到了最緊張的環節，

可以成功通過測試嗎？

為學生安排與

STEM 相關的學習經

歷，讓學生把數學知識和

技能應用在活動中，使

學生能獲得寶貴的學

習經歷。

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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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生安排與

STEM 相關的學習經歷，

讓學生能有效地結合科學、

科技、工程與數學知識，運用和

發揮探究、協作和解難能力，

發展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提供機會讓學生一展

所長。

常識科

學生勇於向參觀者
  解釋科學原理

「機關王」

「自製爬山車」
除了製作，學生們還要

向其他人講解呢 !

「機械人足球」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

參
觀「STEM」活動

學生留心聆聽講解
「
自製樂器」

製作樂器後由我演奏　

「自製爬山車」

展示製成品

「
自製爬山車」

同學全程投入地製作

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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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學生

增進知識領域，提升

自立、溝通能力，再配合

STEM 教育中的解難能力，本
校「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安排

「韓國首爾四天科技及文化

考察之旅」給六年級同學，

以豐富他們的學習

經歷。

首 爾 之 旅

 KBS 放送公
社   特別新聞報導 !　

三星 D'light

我上電視啦 !

南山韓屋村

雪地大戰 !

清溪川廣場

好有聖誕氣氛呀 !

Seocho Elementary School與韓國同學溝通無難度。

 KOGAS 天然氣科技館

原來天然氣是很環保的 !　

傳統韓服體驗

友善的目光，真摯的笑容，
整齊的韓服。

LG Science Hall
頭搖尾擺，飄移境界 ! 

16



「怪獸叔叔」為高年級的同學分享好書

生動有趣的戲劇教學，

能令學生更投入課堂。中文

同樂日

三年級的同學運用

平板電腦進行戶外寫作

「年紀小小已是講故事高手，真厲害 !

  同學們認真練習，動作整齊。

「恭喜中詩集誦隊

獲得亞軍呢 !

口齒伶俐的辯論隊隊員齊齊上台領獎

       秉承「眼看得見，手摸得到」的宗旨，在課堂

上盡量讓學生「動手做」，讓他們融匯數學的概念和

提高對數學的興趣。
全年舉辦各式各樣數學活動，如IQ 擂台、班際問

答比賽等，使學生領略到數學的趣味。

有數學天賦的學生亦參加了奧數隊，在校外比賽

裡勇奪大大小小的獎項，為校爭光。

    可以利用拼板拼出不用的立體呀 !

   數學問答比賽氣氛相當熱烈！

雖然日日練習，但付出

沒有白費，師弟師妹要

加油呀！

快快思考本月

數學 IQ 擂台的題目啦！

   進位加數是這麼簡單 !

一齊量度走廊的長度啦 !

利用平板學習，真是有趣！
    學習分數互化，

「彩虹膠」真是好幫手 !

Yeah!

我們數學比賽得獎呀 !
奧數隊今年大豐收，

我們會繼續努力呀！

本校之中國語文科，為了營造一個充滿文學、文化氣息的學習氛圍，

遂提供各種課外活動，務求讓學生愉快地學習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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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ing English Alive!

JOYFUL CHRISTMAS
--Santa’s Surprise!

We sing Christmas songs!

C

elebration

Halloween

NJOYABLE 
NGLISH 
NVIRONMENT

UR MISSION
- To cultivate an English-rich learning environment
- To provide pupils with opportunities for extending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of other cultures

We are 
dressed up!

課程 著重不同學習範疇的橫向整

合，以及在不同學習階段的縱向

連貫，螺旋發展。透過不同的學習

經歷，發展STEM教學及電子學習，

培養學生的整全性思考和自主學

習的能力。

P.6 電子學習

STEM 教育：

P.5 自製樂器

侯寶垣中學：

「小學校際通識問答比賽 17-18」

還配合各級主題安排不同活動：

馬振玉紀念中學 :

「理財菁英比賽」

第十屆「金龍盃」小學常識問答比賽

P.1 護足檢查

P.3 感觸大地 —

「鄉土生活體驗」

P.6 護苗教育
P.6 STEM 爬山車比賽

P.5 天文課程之「日蝕月蝕」

P.3 參觀「尖沙咀鐘樓」

正向價值

活動

學 習主題活動

其他
學習經歷

English Activities

Get Fun at Chinese New Year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are 
greeting everyone a good year!

Look! We are playing Easter Egg Hunt!

  E
ng

lis
h  

C
ha

nn
el 

& English Radio

18



高年級手鈴隊，學員之間已建立了一份默契呢 !

演藝天地時段讓同學發揮天份

悠揚
   樂韻

到深圳與展華實驗學校

學生一起練習、交流。

普通話同樂日
普通話集誦隊

第十四屆全港小學普通話話劇比賽

粵港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 (2018)

第十三屆屯元區小學生

普通話才藝比賽

第二十二屆屯元區小學生
普通話朗誦比賽 第二十四屆元朗區小學生

德育故事演講比賽

小小年紀的手鐘隊員，演奏起來也似模似樣。

畢業禮無伴奏合唱
演出精彩 !

非洲鼓隊員演出很有默契

看看小結他手的投入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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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到終點

「八代帝居─故宮養心殿文物展」

藝術導賞團

「似重若輕：M+水墨藏品」

藝術導賞團

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師生視藝展

探訪藝術家工作室

藝遊維港雕塑公園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西
九
文
化
區
M
+
展
亭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添馬公園

跳出自信心

熱血女籃奪冠 男籃奮戰獲亞軍

踢出我天地

有姿勢有實際
田徑隊大豐收

奮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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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公

與立法會主席影相，好開心呀 !

參觀立法會
參觀元朗區議會

與元朗區議員影張大合照先！
YEAH!

參觀香港教育大學

今次仲唔入 ?

公益金便服日

便服日，我最搶鏡 !

媽咪 , 差不多啦 !

環保酵素工作坊

參觀水資源教育中心

我揀 B!

公益金親子賣旗日

出發啦 ! 去幫手賣旗啦 !

校園正向壁畫製作計劃

等我畫靚 D 先 ! 

校園敢動行

等我睇睇先 !

舞
蹈

訓練時段

同學們認真練習，毫不怕辛苦！

 拉丁舞表演

舞蹈組的婀娜舞姿，使節目生色不少！

中國舞 ( 群舞 ) 低年級組

小鼓娃中國舞 ( 群舞 ) 高年級組

綉球姑娘

中國舞（三人舞）小荷尖尖

 聖誕親子共歡騰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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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新隊員加入，

成為小女童軍的一分子。

男
童軍

看看！童軍真威風！

「我們的童軍」

升旗時要認真！

快快！大家想想怎樣做！

女
童軍

三育幼稚園的小朋友真可愛呢！

參加舞龍匯演，

慶祝香港回歸 20 周年。

祝賀李宛芯同學獲得榮譽小棕仙獎章

竭盡所能，考取體適能章。

參加周年大會操，
及獲大會頒發「優秀隊伍」彩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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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益

少
年
團

  認識 ˙ 關懷 ˙ 服務

少年
警訊

同學之間互相信任

完成任務！
奪得積極團隊獎 !

學習製造環保小手工

同行抗毒！

Yeah ！

攜手

同行

於元朗劇院旁擺放攤位

沒有難度！

我是

小警員啊！

英雌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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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

 
 「

探索樂．樂探索」

為學生創設不一樣的學習經歷一直是我們的教學信念。我

們深信學習不受時間、空間所限制，更確信不同的體驗有

助學生發展潛能，促使學生身心成長，培育學生多元發展。

「多元探索之旅—香港航空「飛上雲霄」空中體驗計劃」

「多元探索之旅—小小企業家活動」
透過參加「小小企業家活動」，讓學生建立

營商概念，從活動中探索一些課本以外的

知識及技能。活動中會以小組討論、分析及

匯報討論結果，讓學生互相交流。

    學生首次踏進飛機膳食生產廠房，了解膳食製作過程，讓學生們眼界大開。航空公司

          更安排學生參觀機長駕駛室，讓學生了解空中服務員的工作，學生此行收獲豐富。

學 

生 

感 

言

我是 6A 文彥閎，很榮幸能參與這次活動，這是一個難能可貴的體驗。當中，讓我
最為之深刻的就是參觀機長駕駛室，那裏仿如有一股力量在吸引着我，希望將來能
有機會當上一個飛機師呢﹗最後，我亦感謝航空公司為我們安排這個特別的活動。

我是 6B 班鄧雋曦，在這次活動中，我親眼看到了飛機控制室的內部結構和體
驗了「空姐」、「空少」的工作，讓我大開眼界，使我對飛機產生了莫大的
興趣，我還穿上了飛機師的制服，體驗當飛機師的工作，活動充滿驚喜，真
是滿載而歸﹗

大家好﹗我是 5C 班陳怡君，這個體驗活動讓我明白到就算是一個簡單不過
的飛機餐，都需要經過很多程序和不同的人合作而成的。經導賞員的介紹，
讓我們更清楚知道各部門的運作。除此之外，空中服務員的熱情款待，讓我
們擁有一個不一樣的學習體驗，更幸運的是能被選上即場當空中服務員，這
次的體驗活動真令我流連忘返﹗                     

學生親訪有機農莊，認識有機種植及參與

農耕體驗。讓學生透過耕作體驗，了解種

植過程，從而讓學生發現食物得來不易。

「探訪有機農莊」

    學生首次踏進飛機膳食生產廠房，了解膳食製作過程，讓學生們眼界大開。航空公司

          更安排學生參觀機長駕駛室，讓學生了解空中服務員的工作，學生此行收獲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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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是祖國的一部分，與祖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教育局亦指出，交流計劃有助學生

      拓濶視野和了解國家教育系統的發展。有見及此，自 2016年開始，本校率先參與「中

              港小博客」計劃，與深圳展華實驗學校締結為盟，成為姊妹學校，互相交流

               教學心得。所謂「博客」，即是近年流行的「部落格」。兩校同學，先在

                網上交流寫作心得，再透過一連串的交流活動，切磋和分享，彼此都獲益  

                 良多。

仙湖植物園寫作活動 友誼不受地域限制

「同根同心 2017-2018」— 惠州的環保設施及自然保護區

惠州西湖真係好靚呀 ! 

@ 惠州西湖

大鵬所城

影張大合照先，好開心呀 !

惠州海龜自然保護區

同學們，自拍是必須的 ! @ 惠州西湖

中 港 小 博 客

原來小海龜是這樣的 !

幫海龜影張靚相先，
YEAH !

等我試下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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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會大合照

女同學房間

男同學房間

6A  

6B  

26



6C  

6D  

閃避球！

競技比賽

水 球 大 戰 

開飯時間

黑夜定向

27



邁向十載  光輝印證

                                           校友會在穩健的基礎下健康快樂地成長，現更邁向十周

                                           年了 ! 現屆校友會幹事人數增至二十多人，校友會會員人

                                           數更達一千三百多人，人多勢眾，人才濟濟。校友會有今

                                           天的成果，實在有賴一班志同道合的校友和顧問老師共同

                                           努力而來的。

   十年以來，校友會幹事會成

員犧牲自己寶貴的時間，堅守「聯

繫校友、回饋母校、貢獻社會」的

宗旨，為校友舉辦不同的活動。校

友會每年均會舉辦一次大型聚餐，

例如燒烤晚會、自助餐會等等，以

不同形式為多年不見的校友與老

師提供聚首碰面的機會。每次的

聚餐中，校友皆盡情投入於豐富

的節目中，使晚會氣氛歡悅，大家

情緒高漲，都能盡興而歸。而且，

每年校友會也會聯同本校的公益

少年團進行慈善探訪，讓幹事、老

師和學生發揮關愛互助的精神，

向社區發放正能量之餘，更為長

者及兒童帶來溫暖與歡樂。另外，

校友會十年來與體育組合辦「校

友盃」球類比賽，亦深受校友支持，

每年參與的校友皆十分踴躍。

    更重要的是，在這十年裏，校

友成立了校友會獎學金，至今已舉

行了五屆校友會獎學金頒獎禮，

於5年間共頒發了59份獎學金予

文憑試中取得優異成績的校友，

讓他們在頒獎典禮上接受恭賀，

並與親友及其他校友、老師分享

喜悅之情。亦盼望以此鼓勵其他

師弟師妹校友積極向上。

    展望將來，校友會各成員將

繼續努力，做好校友與母校溝通

橋樑的角色，並以「貢獻社會」為

目標向下一個十年全力邁進。

校
友會成立十周年燒烤晚會氣氛熱烈，各人盡興

而
歸

。

第五屆校友會獎學金得獎者
每年的校友會慈善探訪將愛心帶到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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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鹽低糖我識揀
標語創作比賽

高小組最佳中文標語獎
5B 關詠珩

新界校長會 主辦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8 周年

學生徵文比賽
  題目：

「看國家今天的發展，你有甚麼看法和期望？」     

    我愛香港，香港是我的家園，
但我不認為香港是我的國家。我的國家
是香港背靠的中華大地。

    我的國家有錦繡山河，她不僅是一個現代化
的城市；我的國家有十四億同胞，不單是七百萬
人口；我的國家正欣欣向榮，怎會是一個紛爭不
斷的「示威之都」呢？

    雖然電視劇集十分吸引，但我更關心時事新
聞。電視直播我國建軍 90 周年沙場大閱兵，將士
們英姿煥發，軍備先進，軍容鼎盛，振奮人心。

    今年五月，習近平主席主持的「一帶一路高
峯論壇」在北京舉行。今年四月，美國總統特朗
普就任不久，就和習近平主席「莊園會面」。會
面後，特朗普一改敵視中國的態度。中國領導人
和外交官穿梭國際政壇，對世界政局舉足輕重。
中國在政治、軍事、經濟、外交上的驕人成就，
都使中國人引以為傲。

     我嚮往我國五千年的文化歷史。今年是
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 68 周年，我希望中央特區政
府多關心年青人，鼓勵學生多留意國家發展，加
強國民、歷史教育，為中國的未來注入新動力，
令年青人以自己是中國人為榮。

   

減
少
鹽
糖
攝
取
量

煮
食
健
康
新
方
向

優異獎
5A 

賴雪瑩   

佳

5A 賴雪瑩榮獲學生組亞軍，           

    獲頒獎學金 3000 元。

第 42 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全港青年對聯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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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nrich pupils’ exposure in learning English Language, we provide 
different channels and activities for them to demonstrate and appreciate English 
Language. Through various campaigns and activities, pupils build up their eagerness, 
engagement and creativity in learning English Language.      

To provoke pupils’ positive values, pupils wrote 
   ‘thank you’ notes to show their appreciation, 
    gratitude and love.

Written by Vivian (3E)

Pupils show their creativity in re-writing a 
new ending for a traditional story- ‘Three 
Billy Goat Gruff’. Their ideas are innovative 
and interesting.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Winnie, Yan and Charlene of 

Class 3D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Judy, Dicky and Hankes of 

Class 3A

Design a special full box by
Wu Wing Sum (3B)

Explore the life cycle of 
chicken by Eunis Lee (5C)

Share a special holiday by 
Natalie Wong (3E) 

To make holiday homework fun, pupils had 
to complete some tasks or activities during 
the hol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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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年級學生利用家中棄置的物件設計不同的立體模型          

按不同課題，給予學生有趣味的功課，讓他們發揮想像力及創造力。

 2 年級學生設計風向儀

 4 年級學生運用密鋪平面的知識設計密鋪圖

坦克車
1B 林展樂

2A 謝天御 2D 李明恩
2D 陳匡彥

小貓汽車
1C 陳津兒

機械人
1A 馮景謙

城堡
1D 林子喬

火箭
1A 張軒維

相機
1A 楊曉彤

4C 趙煦晴
4C 封茸曦 4C 葉俊廷

2B 彭啟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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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年級吸塵拖鞋
     

 2 年級氣動車
     

為各級在上下學期提供可親手做的科技活動

6B 盧言灝

6C 盧文蔚

6B 陳可晴

1D 俞翔瀚
1D 袁卓楠

1D 鄭穎芯 1A 馮傑倫

2B 吳學知

 6 年級大炮台

2B 梁琛悅

6A 黃宥寧 林海祈 廖雅雯 

鄭廷東 徐熙芮 6C 盧文蔚 黃彩欣 

   羅冠丞 黃鎮邦

 6 年級爬山車

32



小畫家技巧

Photoimpact 技巧
母親節咭

本校電腦科於 2014 年開始

使用電子課本，讓學生和老

師體驗到電子書在學習電腦

時所帶來的方便和樂趣，老

師根據學生的能力和學習需

要編訂校本課程，免除傳統

教科書的束縛，從而提昇學

習成效。

電   腦科

1A 楊曉彤

4C 趙煦晴

4A 黃心莜

1A  梁俊彬

非常好色技巧 - 生日咭
2A 趙浠洳

123D Design 技巧
3D 設計

6C 林柏榮

6C 李志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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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編訂各級校本單元課程，課程

連繫學生的實際生活。每一單元除了培養學生創意和想像力，亦引發

學生內在探究和表現動機，讓他們在創作上有自行的選擇和個人的表

達。仔細看！每位孩子的作品都有著不一樣的個人小故事和獨特想法。

煙花

1A黃文軒

版畫 -海闊天空

6D 鄧敏俞

可愛的企鵝

2A 謝天御

聖誕的小鹿 

6A劉慧其   

 紙捲花

4C 潘彤   

大自然的一瞬

6B 鄭穎霖 

視   藝
科

神秘教堂玻璃

3B 譚玉婛

北極光

6D馮家樂

宇軒動靜皆宜，喜歡看書和打籃球。

宇軒是班長，經常為老師及同學服務，也是奧數隊和普通話話劇

組成員，曾參加不同的比賽，並獲得不少獎項。

宇軒的夢想是成為一位無國界醫生，盡他的能力去幫助他人。                    

所獲獎項：

  *第十三屆全港小學普通話話劇比賽 -- 優秀演員獎

*第六十八屆學校朗誦節 -- 普通話詩詞獨誦冠軍

     * 全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 

小學英語故事組金獎

 *「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華南賽區 )

晉級賽 -- 個人特等獎

*校際遙控模型船速度賽 -- 金獎

*「天水圍的孩子」獎勵計劃 -- 自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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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Yu Hin

宇軒動靜皆宜，喜歡看書和打籃球。

宇軒是班長，經常為老師及同學服務，也是奧數隊和普通話話劇

組成員，曾參加不同的比賽，並獲得不少獎項。

宇軒的夢想是成為一位無國界醫生，盡他的能力去幫助他人。                    

所獲獎項：

  *第十三屆全港小學普通話話劇比賽 -- 優秀演員獎

*第六十八屆學校朗誦節 -- 普通話詩詞獨誦冠軍

     * 全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 

小學英語故事組金獎

 *「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華南賽區 )

晉級賽 -- 個人特等獎

*校際遙控模型船速度賽 -- 金獎

*「天水圍的孩子」獎勵計劃 -- 自強孩子

考悠的性格活潑開朗和勤奮,

  遇到困難時,她會努力不懈,永不放棄地解決,

所以無論做甚麼事也能取得優秀的成績。  

 

       考悠在運動範疇的表現尤其出色 ,於全港不同的比  

       賽 ,屢獲佳績。她的夢想是成為首位進入WNBA 的

        亞洲人 ,為國爭光。

     所獲獎項：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 女子乙組200米冠軍

*元朗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 女子組冠軍

*元朗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 女甲團體冠軍

*元朗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 女子小學組冠軍

*屯門區三人籃球賽 -- 女子小學組冠軍

*光明學校 2018 -- 最佳女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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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偉明醫生
偉明

奮力求學，終在香港大學醫學

院取得內外全科醫學士學位。其後二十年

來一直貢獻於公立醫院中，現職為瑪嘉烈醫院深切

治療部副顧問醫生。日常工作除了照顧危重的病人 

      外，還需兼顧行政工作，例如:管理部門裡的電子醫療

紀錄和引進最先進的醫療儀器。

    

     2003年SARS肆虐，所有香港人都膽顫心驚，更遑論是醫護人員。  

     那段時期為了家人安全，偉明踏進過病房的鞋當然不可入屋， 

    甚至衣服亦要與家人分開清洗，更極致的是特地買了一個剪髮器，

    天天保持一個陸軍裝髮型，目的是較容易消毒清潔。這種高度戒 

   備的生活足足維持了3個月，到香港的疫情受控後才可鬆一口氣。

儘管工作繁忙，偉明仍堅持下班就是「真正」下班的信念，不將

工作帶回家去，而是盡情去享受一家四口加上一頭小狗的

家庭生活，因為他認為建立一個快樂家庭，才是人生

裡最重要的成就。

自從離開光明學校後，冠喬在中學的生活

十分忙碌，既要應付比小學更多的功課習作，每

日放學後亦要到青衣練習排球，直到九點、十點，才能

夠舒舒服服地安坐家中，享受媽媽預備的晚餐。

   

   這樣的生活一眨眼過了三年，期間冠喬受到不少批評，使他

   的心情一度跌入谷底。幸好當時冠喬的母親說了一句話，令他

   重新振作起來──「平靜的大海決不能造就出熟練的水手」。 

   從此之後，他以堅苦卓絕的精神，挨過了一個又一個的難關。

   此後，冠喬在學業以及排球方面的成績都突飛猛進，  

  去年更被選為香港男子少年排球隊隊員，代表香港出戰全

國比賽。他盼望在往後的日子裡可以成為一個

「熟練的水手」。

文 冠 喬

1984 年畢業生

　第一、二屆光明學校校友會幹事會主席

2015 年畢業生

 余炳燊老師對教學充滿熱誠，

他認為學生除了書本知識外，還需在體藝方

面均衡發展。

   

     在校內，余炳燊老師培訓了不少傑出的運動員，令學生在

      田徑場上發揮所長。他帶領本校的女子排球隊，更獲得

       2016-2017年度元朗區女子排球校際賽冠軍。

    此外，余炳燊老師熱愛手球，他曾於 2016 年，

 代表香港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手球比賽。

 余炳燊老師的出色表現，讓他於 2016 年賽馬會

        香港優秀教練選舉，獲得「社區優秀教練獎

      ( 手球 )」。余炳燊老師期望能讓更多學生認識手球，把

其專長貢獻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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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揚主任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對工作  

         充滿熱誠，即使遇到學習動機較弱的學生，

他仍鍥而不捨地教導，以熱誠感染學生積極學習。

       丘揚主任自小便熱愛籃球，成為教師後，更把其對籃球  

       的熱誠融入教育中，使學生既能發展體育潛能，同時建立

積極的人生觀。

    丘揚主任對教學的付出獲得社會的肯定，於

2016 年賽馬會香港優秀教練選舉，獲得

「學校優秀教練獎 ( 籃球 )」， 其對教學的熱誠和

積極進取的態度，實在值得我們學習。

 余炳燊老師對教學充滿熱誠，

他認為學生除了書本知識外，還需在體藝方

面均衡發展。

   

     在校內，余炳燊老師培訓了不少傑出的運動員，令學生在

      田徑場上發揮所長。他帶領本校的女子排球隊，更獲得

       2016-2017年度元朗區女子排球校際賽冠軍。

    此外，余炳燊老師熱愛手球，他曾於 2016 年，

 代表香港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手球比賽。

 余炳燊老師的出色表現，讓他於 2016 年賽馬會

        香港優秀教練選舉，獲得「社區優秀教練獎

      ( 手球 )」。余炳燊老師期望能讓更多學生認識手球，把

其專長貢獻社區。

丘揚主任

 余
炳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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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港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2018) 銀獎、獲邀參加「粵港澳大灣區姊妹學校中華

經典美文誦讀匯演(2018)
第十四屆全港小學普通話話劇比賽 初賽銀獎；總決賽優異獎、最佳普通話演繹獎、

優秀演員獎(4C 葉俊廷 )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集誦優良獎；獨誦 3冠軍(1A黃琛悠、1A黃文軒、

6B 陳宇生 )、1亞軍、3季軍、43優良獎、5良好獎
第二十二屆屯門元朗區小學生普通話朗誦比賽 冠軍(1A黃文軒 )、優異獎 2名
第十三屆屯門元朗區小學生普通話才藝比賽 集誦優異獎；其他項目6優異獎、2良好獎

普通話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集誦亞軍；獨誦1亞軍、1季軍、14優良獎、

19良好獎
第五屆「耀道盃」小學校際辯論邀請賽 小組亞軍、卓越合作大獎

第十三屆全港小學生即場作文比賽 下筆成章獎、特級優異獎(6B曾鼎昌)、

2優異獎、8良好獎
第二十四屆元朗區德育故事演講比賽 粵語初級組冠軍(1A黃文軒 )、其他組別 4優異獎
全港青年對聯比賽 學生組亞軍、獎學金 3000 元(5A 賴雪瑩 )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集誦優良獎、獨誦 2冠軍(1A黃文軒、5D袁卓毅 )、

1亞軍、5季軍、61優良獎、4良好獎
2017 元朗區青少年英文朗誦比賽 金獎(1A 黃文軒、2A謝天御、3C 謝天恩 )、

8銀獎、37銅獎
第十九屆元朗區英文講故事比賽 亞軍(6A 陳恩婷 )
馬振玉中學英文演講比賽 亞軍(5D 袁卓毅 )
2017-2018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傑出演員獎 6名

                     
2017-2018友校小學數學競技邀請賽 全場總冠軍、計算競賽冠軍
第五屆小學拉格朗日數學邀請賽 全場總冠軍

全港第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2017-2018 急轉彎團體冠軍、數學智多星季軍、全場亞軍
第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四年級團體亞軍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華南賽區 )晉級賽個人特等獎(6A孫宇軒 )

                 香港小學常識全能挑戰賽 2018 高級組傑出表現獎(4D 王鈺喻 )
第 21屆常識百搭 嘉許獎(6A蔡綺蓓、6A馮浩瑋、6A孫宇軒、6D 鄧敏俞)

小學校際時事常識問答比賽 2018 殿軍(5D 梁洛琳、6B盧言灝、6D 陳考悠、6D宋家輝 )
小學校際通識問答比賽17-18 小組亞軍(6A 陳恩婷、6B盧言灝、6D宋家輝 )
第四屆理財菁英比賽 優異獎(5B 伍梓穎、 5D 梁洛琳、6D宋家輝 )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中國舞(群舞 )優等獎、

甲級獎 3項、乙級獎 3項
元朗區校際舞蹈比賽 2017 金獎

中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舞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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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學合唱隊季軍、獨奏1冠軍(4B 陳穎妍 )、5季軍、25 優良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手鈴銀獎、手鐘銀獎；獨奏1金獎、15銀獎

2017全港兒童中文歌唱比賽 小學高級組金獎(6B 鄭穎霖 )、小學初級組銀獎(3B 譚玉婛 )
香港幼兒音樂大獎賽 2018 鋼琴金獎(3B 譚玉婛、4A 張芷蕎、4B 陳穎妍 )；

歌唱金獎(3B 譚玉婛、6B 鄭穎霖 )
第二屆(台灣 )亞洲 .

愛琴海藝術講堂及音樂大賽

鋼琴自選曲組冠軍、三級組冠軍、練習曲組季軍(6D 黃詠彤 )；

自選曲組一等獎(3B 譚玉婛 )

                 
天水圍的孩子獎勵計劃 創意填色比賽小學組亞軍(2D邱健航 )
第四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17 中國畫特等獎(2A 謝天御 )、一等獎(3C 謝天恩 )

天北分區關愛共融、精彩人生填色比賽 幼稚園、小一及小二學生組別冠軍(2D邱健航 )
正向生活聯校比賽 「快樂家庭」填色比賽亞軍(3B 譚玉婛 )
2017「夢想未來」亞洲兒童繪畫大賽 銀獎(4D曾諾恆、5D葉雅堯 )

                     元朗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籃球隊冠軍、男子籃球隊亞軍、最佳運動員

(6B 陳宇生、6D葉權鋒、6D 陳考悠、6B謝玅阡 )
元朗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隊亞軍、女子隊亞軍、最佳運動員

(6B 吳宇騫、6C 吳子樂、6D 陳考悠、6D林曉慧 )
元朗 /全港小學田徑比賽 元朗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獲男子甲組100米冠軍、

代表元朗出戰全港小學田徑比賽再獲男子甲組100米冠軍、

代表4X100 米男甲接力隊，以破大會紀錄的成績奪冠(6B 鍾卓熹 )
元朗 /全港小學校際

游泳比賽

元朗小學校際游泳比賽女子甲組100 米、50 米蛙泳冠軍，並打破

本區紀錄；代表元朗出戰全港小學游泳比賽獲女子甲組50米蛙泳

殿軍(6B 謝玅阡 )
全港小學體育獎勵計劃

--元朗區小學分會

2017-2018男子組金獎、女子組金獎；

男、女子組2014-2018 金獎，「四連冠」獎。

                     
隊際電動及遙控模型船接力速度賽 冠軍
校際遙控模型船速度賽 冠軍(6A孫宇軒 )

全港小學科技創意短片比賽 團體亞軍
屯門區小學智能機械車大賽 2018 智能機械車任務賽 --團體冠軍
元朗區海、陸、空探索比賽 2018 全場總亞軍

                 「禮待身邊人」標語創作比賽 冠軍(4A邵兆 )、季軍(4D 伍穗澄 )
元朗區健康飲食及長者運動標語比賽 小學組冠軍(3A 朱暟澄 )、季軍(6C鄧倚橋 )

低鹽低糖我識揀標語創作比賽 高小組最佳中文標語獎(5B 關詠珩 )
創造「妳」想世界社區設施設計比賽 小女童軍組亞軍
公益少年團 積極團隊獎；

「慈善花卉義賣」及「慈善清潔運動」優異獎

視
藝
科  

體育科  

德公組  

音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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