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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元小全體老師祝願各位萬事勝意，心想事成！

■ 同學們認真揮筆

書寫賀年揮春。

■ 要成功把球送進洞口，

真考功夫！

■ 中華文化日得以順利舉行，實有賴一眾家長們的支持！

■ 劉校長帶領老師們跟大家拜個早年！

■ 同學們完成拼圖後，還

需要用普通話完成對答，

真不簡單！

■ 看誰的手最靈巧！

■ 同學們有機會大顯身手， 

一嘗玩傳統轉碟的滋味。

■ 中華文化日的獎品豐富，

同學們都爭相換領！

■ 同學們穿起漂亮的中國華服與

劉校長留下倩影。

　　中華文化日是中文科一年一度的盛事。活動日當天，正值農曆新年假之前，不少師生

都經過悉心打扮，穿起傳統中國華服回校，令全校上下都洋溢著濃厚的中華文化氣息。

　　本年度中華文化日的主題是「敬師 孝親」，同學們透過不同的攤位遊戲及猜燈謎活動，

培養尊敬師長及孝順父母的良好品格。中華文化日的攤位分為兩大類，分別是遊戲攤位和

文藝攤位，各式各樣的活動令同學們寓學習於娛樂，歡笑聲傳遍兩個雨天操場，熱鬧極了！

　　今年，熱心的家長義工精心設計了十八個攤位遊戲，當中不乏包含各個學科元素的攤

位遊戲：常識科的「負磁紙孝」能讓同學親身感受「STEM」的學習原理；視藝科的「敬

師孝親齊迎福」能讓同學親手寫一張漂亮的揮春送給家人；普通話科的「尋覓敬孝好南兒」

（拼圖遊戲）能提升同學們普通話的說話能力；體育科的「轉出師親恩」能讓同學們有機

會體驗傳統轉碟的樂趣。

　　中華文化日不但能加強同學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更能引起同學對中國傳統風俗及文化

的興趣，是一個全面的跨科目主題學習活動日。

田賢濃老師

中華文化日 中華美德—孝親與敬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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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翰科學進校園計劃

劉庭老師■ 台下的氣氛熱烈，同學們積極回應講者的提問。

■ 特製的強勁吹風機，

不但令同學面容扭曲、

衣衫也被掀起，同學們

都感到十分興奮和驚

訝呢！

　　「伯努利原理」、「波義耳定律」⋯⋯這些中學教科書上的科學名詞，看來艱深遙遠，教人摸不着頭腦。

可是，只要配合適切的教學方法和課堂活動，小學生同樣可以學得愉快，並把知識牢記在心。來自台灣的力

翰科學教育研究中心 ( 以下簡稱：力翰科學 )，因應世界各地 STEM 課程逐漸普及，近年致力推動海峽兩岸

的科學教育，為中小學生設計了不同的課堂，務求使學生快樂地學習。本校能有機會邀請他們於 2019 年 1

月 24 日來校舉行活動，真的十分難得！

　　活動當天，力翰科學兩位老師蒞臨我校，與二、三年級同學一起上了一節別開生面的公開課。老師生動

的言辭、多變的神情，加上各式各樣的教具和提問，給予同學充分融入課堂的機會。每一步的教學，都能看

出老師的巧思妙計，即使是個平平無奇的大紙箱，也能搖身一變，成為趣味盎然的「空氣炮」。這些新奇、

具創意的點子，正為年紀小小的同學打開接觸科學原理的大門—原來科學就在我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裏！

台下同學高度專注，對老師的實驗躍躍欲試，從毫不掩飾的笑聲、掌聲、歡呼聲，可見他們有多享受這堂課。

　　這次公開課寓教於樂，充分體現「科學好好玩、好好玩科學」的教學理念，讓同學親身參與其中，跳出

書本的框框，擴闊眼界，動手動腦學科學，實在受益不淺！

■ 獲老師邀請上台協助的同學，有機會近距離經歷精彩的科學實驗，令台下同學非常羨慕呢！

■ 劉校長致送感謝狀給

力翰科學的代表人員。

■ 氣球底部因為空氣流動較慢，
 壓力比較大，足以穩固住氣球。

■ 老師一舉手一投足，

 都能帶動禮堂內熱烈的氣氛。

■ 杯子裏、膠桶裏放滿了乾冰 ( 固態的二氧化碳 )，從釋放的一刻起，禮台前漸漸變得「煙霧瀰漫」，坐在前排的同學爭相觸摸。

打開接觸科學原理之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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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賺錢，首要去搵工：先

要知道各類工作招聘要求

及薪金回報，「精叻集團」

真的提供不少職位啊！

■ 在 19 位非常熱心的家長

義工團隊協助下，整個

活動推行得十分流暢順

利，實乃同學們之福氣 !

　　為了提升學生的理財能力，本校邀請了香港家庭福利會理財教育中

心到校，為四年級同學安排了一場別具意義，令師生和家長都十分受用

又難忘的「精叻小掌櫃—學生理財工作坊」。香港家庭福利會理財教

育中心過去一直致力提升香港兒童的理財教育知識及技巧，他們利用經

驗學習法，為參加活動的學生提供模擬社會的理財經驗。

　　當天活動內容非常充實，負責活動的家福會除了派出十多位義工主

持活動，亦於活動開始前一小時為 20 位學生家長義工進行訓練，再安

排他們協助管理當天活動的攤位。活動當天，各攤位都設計成社區內不

同功能的場地，學校禮堂變身成一個小型社區。同學們透過模擬場景的

攤位活動，一嘗以成人的身份，親身體驗現實生活中的財務需要及抉擇，

以學習平衡生活、工作進修、儲蓄及消費等項目，同學們對這類模擬體

驗理財活動都感到十分新鮮，大家都非常雀躍，積極參與活動，盡力按

指示執行各項大會預定的理財活動。學生理財活動結束後，全體進行的

分組檢討活動亦十分重要，同學們在家長義工與教育中心義工的帶領下，

一同進行小組反思討論及聆聽理財社工的專業解說，同學們均表示獲益

良多。

　　透過今次的理財工作坊，主要希望能令同學及早建立穩健的理財態

度及正確的金錢價值觀，期望同學日後都能擁有生活理財的真智慧，終

生受用，真的十分有意義呢！

　　本校響應公益少年團元朗區委員會於2018至 2019

年度籌辦的「環保為公益慈善籌款活動」，參與慈善花

卉義賣及課室清潔籌款，各團員及家長又身體力行，參

與仁濟醫院舉辦的元朗區親子賣旗籌款活動。這些有意

義的慈善活動讓團員親身體會到珍惜和關愛的重要！

　　本校之公益少年團員、家長及學生們更踴躍參與慈

善活動，並慷慨解囊，本年度更在教育局公益少年團元

朗區委員會週年活動中獲得不少獎項，實在令人鼓舞。

齊來做個精叻小掌櫃學生理財工作坊
李淑儀主任

黃耀宗老師

■ 辛苦搵來自在「用」，

有智慧地消費就是今次

要學習之課題。

公益少年團
為善最樂‧彰顯關愛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元朗區委員會周年頒獎禮 (2018-2019)

獲獎如下：

小學組「簡報設計比賽」優異獎及表揚獎：5A劉子悠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冠軍

環保為公益 ( 十八區 ) 慈善花卉義賣籌款：銅獎

環保為公益慈善環保清潔活動：季軍

環保為公益慈善籌款活動：優異獎

■ 5A 劉子悠榮獲「小學組」

 簡報設計比賽優異獎及表揚獎

■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冠軍

■ 慈善環保清潔活動季軍

及慈善籌款活動優異獎

■ 劉婉珊校長榮獲公益少年團忠誠服務獎

■ 「仁濟醫院」元朗區

親子賣旗籌款活動

■ 環保為公益 ( 十八區 )

慈善花卉義賣銅獎

■ 「精叻小掌櫃」

深明積穀防饑很

重要，儲蓄更可

賺取利息，財富

自然可增值呢 !

■ 活動完結後，同學們在家長及中

心義工的帶領下，認真進行小組

反思討論以及聆聽理財社工的專

業解說，同學們均表示獲益良多！

■ 施比受更為有

福！賺了錢，

捐獻助人更具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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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卓諾 6B
　　比賽，我已參加了無數次，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卻只有一個─全港水火箭大賽，這比賽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裏⋯⋯
　　由於我和羅浚瑋同學早在去年已參加過這個比賽，累積了一些經驗，所以這次比賽我倆搶先提出建議：如何製作合適的水火
箭參加比賽，並分配工作，讓大家準備改良水火箭時的物料及工具等。
　　我和同學多次改良水火箭，終於大功告成。我們立刻進行測試，經過屢敗屢試，終於試出一個方法能令水火箭順利飛行到達
目的地。
　　霎眼間便到比賽的日子，我們的心情也逐漸沉重起來，幸好老師不斷安慰我們：「不用怕，你們不是對自己的製成品充滿自
信嗎？發揮你們真正的實力，加上之前多番測試，必定能完成比賽。」聽到這句話，我們的心情都振奮起來，不約而同地喊：「好！」
　　最後在頒獎禮上，我們勝出了，獲得「最高效能保護雞蛋獎」亞軍。經過這一次比賽，我不但增加了比賽經驗，而且增進有
關科學知識，更明白人生的道理。在未來的日子裏，我會帶著學校教導的「常自省」、「常覺悟」、「常謙卑」、「常知足」以
及「常喜樂」去活好每一天，珍惜每一天。

■ 齊心便事成

■ 學生要合作在時限十分

鐘內即時創作一幅有意

思的像素畫 (25 像素 )

■ 像素畫設計比賽部份出色的作品

■ 成功解碼，砌出美侖美奐的像素畫。

■ 這就是我們放在水火箭內的
寶物—雞蛋了。我們心默
念—希望你乖乖地待在水火
箭內，不要破「箭」而出啊！

全港水火箭大賽

　　本校鼓勵學生發揮創意潛能，培養學生興趣，希望藉着 STEM 教育─ STEM 是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讓學生透過共同協作，參與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以拓展視野，增強對科學、技術、工程及數

學方面的知識層面，並促進學生的創新思維，盡展潛能。

　　本校幾位學生參加由中國文化院 ( 香港 ) 及陳樹渠紀念中學合辦的「第二屆全港小學生水火箭大賽」，他們自行研製水火箭，

經過不斷的測試、失敗與改良。比賽當天，他們帶着緊張又興奮的心情參加比賽，隨着一支支水火箭展現優美的滑翔姿勢在晴空中

向前奔馳，一幕幕精彩的噴射，一陣陣興奮的呼喊聲，同學們互相觀摩，互相打氣，為比賽落下完美的句號。本校同學們有幸獲得

最高效能保護雞蛋獎亞軍，實在有賴全組隊員的齊心合力，盡力嘗試，不怕失敗的堅毅意志，並明白知識的掌握必需付出努力與汗

水，學習才更有意義。

　　　　　　參賽隊員：王顥曈 (5A)、吳宥燊 (5B)、羅浚瑋 (6A)、張卓諾 (6B)、彭仁心 (6B)

STEM繽紛樂

■ 人人學製正方體

■ 獲設計獎的同學笑意盈盈 ■ 獲得合作獎的同學自信滿滿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接觸到的網頁圖示、顯示屏幕、

個人通訊軟件裡的圖像、一些現代風格的藝術作品⋯⋯其實都是應用了「像素」

(Pixel) 的表現方式來表達？「像素圖」(Pixel art) 看似簡單，其實它的應用層

面是非常之廣泛，而且當中亦藏着不少的數學和 STEM元素。

　　4月 15 日的上午，友校元朗官立小學和我校的小五學生在朗日和風陪伴

下走在一起，大家發揮無限的創意和合作精神，在鳥語花香的元朗官立小學操

場上共同創作了多幅精美及有意思的大型像素畫。

　　本學年已是我們兩校數學科第二次合作舉辦「聯校數學活動日」，有了去

年成功的經驗，今年我們兩校的數學科主任決意創新，再接再厲，並把活動對

像延伸至五年級。在構思活動時，我們考慮的重點是活動內容必需要配合五年

級的數學課程範圍，它不單能鞏固學生的已有知識，還要有啟發性和趣味性。

最終我們選定了「像素圖」(Pixel art) 作為今年活動的主題。在整個活動設計

當中，其實包含了「正方體摺紙圖樣」、「正方體的特性」、「體積」、「面

積」、「簡易方程」、「邏輯解碼」、「美術設計」及「科技與生活」等八個

學習內容。

　　活動的另一個特色是今年活動是全體五年級學生都有機會參與，首先在數

學堂上學習「正方體摺紙圖樣」及「正方體的特性」，並每人在課堂上製作最

少十個六面不同顏色的正方體，這千多個正方體就是我們之後拼砌大型像素畫

的基本像素單位。第二階段是像素畫創作比賽，在兩校所有參賽的作品中，我

們兩校各選出二十張精美的作品，作品入選的學生更可參與活動當天的大型像

素畫拼砌活動，把自己的創作變成實物。

　　在活動當天，兩校學生先經過一個有關矩形面積和周界的熱身遊戲，很快

便彼此認識，建立默契，隨即學習「波利比奧斯方陣」編碼法，合作把預先被

老師編碼加密了的像素圖解碼，最後拼砌出美侖美奐的作品。活動的高潮是全

體學生合作解碼拼砌出一幅由 2400 個正方體組成的大型像素畫，當這幅大型

的圖畫完成後，同學們發現畫中呈現的原來是陪伴着我們兩間學校近百年的校

徽，此刻大家都感受到「兩校同根」的喜悅。

　　透過今次兩校的交流學習活動，同學們不但能把平日在書本上所學的數學

知識實踐應用，還能衍生發展新的知識，而最難能可貴的是我們兩校的師生能

透過今次的活動加深彼此的友誼，感受是次活動的精神。

聯校數學活動日 數學與萬變的像素藝術

劉健煌老師

李淑賢老師

■ 你看！這就是我們經過數個
月以來製作及測試的水火箭
啊！

■ 分工合作齊解難 ■ 動動腦筋，合作解碼沒難度。 ■ 完成任務，合作愉快。

王顥曈 5A
　　每當我看着這獎杯發出的一點光輝，就想起我們一起經歷的一點一滴。回想起三個多月前，我和六年級同
學報名參加水火箭大賽。各組員便開始分工合作，瀏覽互聯網，搜集資料，了解如何製作水火箭。我們亦觀察
別人製作的水火箭，取長捨短。今天是「水火箭大賽」舉行的日子，今年設有三個獎項給各隊競逐，分別是「最
接近目標獎」、「最高效能保護雞蛋獎」以及「最佳水火箭設計大獎」。聽過主持的講解後，比賽便正式開始。
　　由於「最接近目標獎」和「最高效能保護雞蛋獎」是同時競逐的，所以我和隊員先把做好的水火箭帶到課
室，再用軟質物料包著雞蛋放到水火箭裏，然後前往發射區。第一輪發射結束了！雖然我們的水火箭遠離目標，
雞蛋還破裂了，但經過我們的一番改良後，第二輪發射後雞蛋不但沒有破掉，還非常接近目標呢！
　　最後，當主持宣布我們得到「最高效能保護雞蛋獎」亞軍時，我們都不禁雀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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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中文科以單元教學為框架，低年級主要以趣味及富文學元素的篇

章，引入部首、部件及識字教學；教師透過有趣的教學活動及不同的閱讀

策略，增加學生的識字量及提升其閱讀興趣及技巧，同時培養語感，並結

合喜閱寫意課程，為低年級學生打好語文基礎。高年級主要以生動雋永、

不同體裁的篇章為主，同時以讀帶寫配合範文教學，「以讀帶寫、以寫促讀」，

把作文教學貫穿到閱讀教學中，教師透過富啟發性的教學活動及不同的閱

讀策略，深化學生的閱讀及寫作技巧，並配合課文，設計相關主題活動工

作紙以培養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在課堂設計及教學活動上，教師以「腦

科學及思維為本」的教學策略為藍本，運用教學微技巧，促進課堂上的生

生與師生互動，並能有助教師啟發學生學習動機的管理與誘導，從而促進

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習慣和態度。

　　本校普通話科以提升學生聽說普通話能力為目標，更希望能鞏

固學生所學，因此本科於本年度為學生舉辦普通話攤位遊戲活動。

透過活動，冀能增強學生聽說普通話的信心和興趣。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本校為四至六年級學生在上學期

考試後舉行了普通話攤位遊戲活動。這次活動選材以圍繞學生所學

習過的普通話語音知識為主，配合現時學生的普通話教學，涵蓋不

同的學習目標。同時，老師訓練多位高年級學生主持攤位遊戲活動，

讓學生寓學習於遊戲，提升學生領導能力及信心。

　　當天，主持攤位遊戲活動的學生利用遊戲工具及預設問題，引

導參加者依遊戲規則，運用普通話來對答，學生們均踴躍參與活動，

積極說普通話。

　　是次活動，除了讓學生透過遊戲形式重溫平日學過的普通話知

識，更藉以鞏固學生聽說普通話的能力，享受學習普通話的樂趣。

中文科

普通話科

以讀帶寫‧啟發思維

普通話攤位遊戲活動

甄月英老師

黃詠琴老師、崔彩云老師

■ 二人交流，利用記憶通道重

溫上一課節的內容重點。

■ 教師透過啟發性的學習活

動，誘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 運用教學微技巧，促

進師生互動。

■ 營造有效的學習

環境，按單元主

題張貼學習重點。

■ 樂學啟能，學生以作品突顯

愉快學習的成果。■ 同儕交流，進行小組互評

活動。

■ 結合喜閱寫意課程，為低小學生打好語文基礎。

■ 「千條線，萬條線，落在水

裏看不見。」謎底是甚麼呢？

■ 我要依據漢字的聲母把詞語

卡放在適當的車卡裏。
■

裏看不見。」謎底是甚麼呢？

■ 來 ! 抽一張問題卡，

祝你挑戰成功 !

■ 哪幅圖才是答案呢 ?

■ 「量詞機器人」攤位

遊戲真好玩！

「量詞機器人」攤位
■ 來！讓我來判斷詞語的韻母，

把球投進正確的籃子裏吧 !

■ 合作學習完成寫作活動，

展示成果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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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Akoojee
We have been having drama lessons during the ECA periods and it was turned 

into one big FUN activity. The main aim is to develop our pupils’ language skills and 

this year we do this through drama.

Drama is a very learner-centred and highly social activity. It offers a space for 

pupils to be creative; a place where they can lose themselves, become different 

characters/personalities and just have fun without being self-conscious. 

Pupils are given opportunities to make use of their creativity when they are allowed 

to interpret scripts and write their own scripts while working collaboratively and co-

operatively with other pupils in their groups. This is a wonderful life skill which they will 

fi nd useful with their life-long learning.
Besides reading and writing, pupils are now encouraged to visualise the whole 

picture of the story, express their feelings and experience different emotions. 

Pronunciation improves greatly, so does speaking confi dently with appropriate stress 
and enunciation as an authentic situation requires.

Life is not only about words in a language. It is also about the ability to use 

the language appropriately, through voice projection, facial expressions and body 

language. The best news is that we get to do it in a fun way that inspires and motivates 

pupils to learn the language. This makes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more vivid and 

interesting. 

■ Students have lots of fun during daily practise.

■ PTA members come to 

help with the makeup. 

Thank you parents.

■ Can you guess what we are pretending?

 Yes, you are correct. We are a ship. ■ We are having a sharing session with the adjudicators. ■ We love drama. Yeah!

■ Finally comes the 

performance day.

■ Do I look like a pirate?

The School Drama ClubA Magical Map
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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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ds are playing guessing 

games.

■ Kids are having so much 

f u n  i n  t h e  w a r m  u p 

games.

■ Teachers and pupils are 

practising some acting 

skills.

■ Pupils are playing their 
roles in a scene.

■ Pupils are playing their 
roles in a scene.

■ The tutor is demonstrating 
some actions.

■ We all have a part to read. We 
help each other, too.

■ No costumes. No props. But we ‘’act’’ 
out the part by using our faces and our 
voices to show how the characters feel.

■ Some pupils are the Narrators. 
Other pupils are the Characters in 
the story. Oh! It’s so much fun!

■ While we are reading the story, 
you can close your eyes and 
imagine what is happening. 

 Wow!!! I didn’t know that I can 
read so many words in English. 
Yippee!!!!!

Reading is FUN

Let’s Act!

“I’m so hungry. May I have some buns?” asked Katarina. 

“Have some buns! Have some buns!” cried the parrot…

Pupils practised their lines attentively and acted joyfully in class. In the 

fi rst term, a drama tutor came into our P.3 classrooms and shared with pupils 
some acting skills and ways to express themselves. 

Our kids played warm-up games to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and speak 

aloud in English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lesson. The story of a big book has 

been rewritten as a script of a mini drama. Kids took turns to act in diff erent 
scenes, using the acting skills they acquired to play diff erent roles. 

Surprisingly, our teachers found that some shy kids improved gradually 

and they were more expressive and willing to speak up in front of the whole 

class after having the drama lessons. 

That’s one of the goals teachers hoped pupils to achieve while planning 

for the lessons. Pupils in Hong Kong have excellent reading skills, but it 

seems they don’t have enough chance to speak and communicate in English 

once they leave the classroom. The drama lessons provided them with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speak more. 

From the photos, you could tell that they had so much fun in class. Do 

you like dramas too? Do you like acting? Do you want to join them? 

Reader‛s Theatre
       Yet another fun way to learn how to read!!!

Ms Man May Lan & Ms Akoojee

Reader’s Theatre

English Programme (PEEGS)

■ Good News!  I don’t have to memorise all the lines.
  I simply read my lines.

readers’ theatre
helps pupils read in an 

authentic and fun way.

They do a dramatic 

presentation of the story 

through reading.

Pupils’ reading fl uency 
improves, motivation 

increases and their self-

images and confi dence 
improve.

reading is an 

important language skill 

that helps develop our 

mind.

Read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can be more 

diffi  cult, frightening and 
can be a challenge for 

some.

Here are some photos of our 
pupils showing you how it‛s done.

Ms Yeung Sau Wai & Ms Wong Mun 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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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Technology

Fun and Creative Writing

Ms Yeung Sau Wai & Ms Wong Mun Yin
To arouse pupil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to promote self-learning in English lessons and to cater 

for individual diff erences, we provide iPads for primary four pupils to learn English in class. 
In the fi rst term, one unit from the textbook was chosen by primary four teachers to develop an e-learning 

package for pupils. The topic we chose was about pupils’ new year resolutions. Pupils fi rst acquired the 
basic knowledge such as vocabulary items on new year resolutions, related sentence structures and a 

passage about a pupil reviewing what he did in the past and how he can do better this coming year. We 

then designed e-learning materials for pupils to consolidate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 class. 

Apps such as Nearpod and Videolicious were used this time. Pupils had interesting quizzes about 

telling the time. They played matching games to revise the vocabulary items they learnt. They also shared 

their ideas about what they didn’t do well in the past and what they decided to do to improve themselves. 

Other pupils gave “likes” to their ideas and learnt from the sharing sessions. Finally, they used these ideas 

to write a letter to a teacher, telling him or her about their new year resolutions and ways to achieve them! 

They even recorded short videos to tell others about their goals! 

Pupils enjoy using the iPads as a companion to learn as they can look for ideas themselves and work 

with other classmates to fi nish a task! These kinds of interactive lessons will continue in the second term. It 
is hoped that more pupils can benefi t as more e-learning packages will be developed. 

Mr Cheng Chun Nga
The PLP-RW programme provides interactive lessons where pupils learn English 

through various activities, games and discussions with the teachers and their peers. 

There are always lively group discussions in the lessons and pupils are thrilled to stand 

in front of their peers to present their ideas.

Through reading our selected books that cover different text types, pupils are 

exposed to a variety of vocabulary items and sentence structures. During this activity, 

teachers guide pupils, through the use of interesting reading skills and strategies, to 

read eff ectively. Our lessons also include activities on phonics, reading aloud, shared 
and guided reading as well as storytelling to encourage and motivate the pupils to read.  

Guided Reading is a special feature of this programme. Pupils are fi rst matched 
to diff erent book levels and we can track how they improve their reading through the 
course of the year. Pupils not only get a chance to implement various reading strategies 

in small groups, but also progress to reading more challenging books. The intention is 

to make them become independent readers.  

Apart from reading, the PLP-RW programme also places equal importance on 

writing. The language features and grammar items featured in the book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pupils to develop their writing skills since pupils can make use of these 

newly acquired words in their writing exercises. This helps reinforc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language.   

To summarise, the PLP-RW programme is comprehensive in the sense that it 

deals with all skills including listening, reading, writing and speaking. Constructing a 

student-centered classroom with intensive teacher-student, student-student interactions 

is paramount to the success of this programme. The aim is to keep pupils motivated, 

happy and engaged as we realise that enthusiasm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keys to 

learn any language.

English Programme (E-learning)

English Programme (PLP-RW)

■ There is a lot of opportunity 

for pupils to engage in the 

lesson when they are divided 

into small groups.

■ Pupils engage in a variety of 

tasks. They are identifying 

the adjectives in the passage. 

■ Pupils are preparing to 

present their ideas. 

■ Pupils are involved in 

discussion with their peers.

■ Pupils are handling a group 

task together.

■ Pupils are sharing 
their videos with 
their classmates. 

■ The teacher is 
assisting pupils in 
using the iPad.

■ Kids are making 
a short video to 
share their new year 
resolutions.

■ Here are some videos recorded by pupils.

■ Pupils are working on 
the task books with 
the help of the iPad. 

■ Kids are posting 
ideas on Collaborate! 
(an interactive 
brainstorming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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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學校一年一度的「周年運動會」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一日(星期五)

於元朗大球場舉行。

　　運動會在微風送爽的春天如期開始了，運動會使大家歡聚一堂。各

班運動員排著整齊的隊伍，踏著整齊的步伐來到球場上，穿著整齊的運

動服來參加我們的運動會。

　　球場上人山人海，彩旗飄飄。過了一會兒，在運動員宣誓中，在南

元小的校歌中，開幕禮正式開始！運動會正式開始！

　　運動員個個精神抖擻，看台上的同學都在為運動員取得優異的成績

而熱烈地鼓掌。最引人注目和最為精彩的還是接力賽。只聽到槍聲響起，

接力跑的隊員們，你追我趕，不甘示弱。這時，看台上的觀眾都激動地

歡呼：「加油！努力！」。同學們熱烈地歡呼，場面令人感動。

　　一場場激烈的比賽雖然結束了，但是我們的叫聲、笑聲仍然在元朗

大球場的上空回盪⋯⋯

主題學習活動 周年運動會

運動員誓詞：

我們將以真正的體育道德精神參加本年度的運動會。

在比賽中全力以赴，光明磊落，尊重並遵守運動會的各項比賽規則。

透過「南兒修為」的學習，於運動會中實踐公平競爭、團結友愛、

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

曾繁芊 6B

　　「加油 ! 努力 !」一年一度的運動會

已在三月一日順利舉行，當天也是我在小

學生涯裏參加最後一次運動會了。

　　幸好，我在運動會中獲得兩金兩銀。

不過，在比賽時，我領略到一些比勝負更

重要的道理。我在比賽中學懂要有互相扶

持、努力不懈和百折不撓的精神 。正所謂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人各有其長處

及短處，因此我們可以在合作中取長補短。

　　最後，我希望各位學弟、學妹可以透

過運動會得到更多的啟發。

黎衍堯 6B

　　三月一日，風和日麗，是一個天朗氣清的日子，也

是我們學校一年一度的周年運動會。

　　隨著司令一聲令下，比賽正式開始。第一場舉行的

比賽是一年級的 40 米賽跑，我看著自己的弟弟拼盡全

力向前衝，彷彿看見六年前的「我」在同一條的賽道

上奔馳。時光飛逝，今年已經是我最後一次參加運動

會了。

　　在同學的歡呼聲中，我感受到他們對我的支持和鼓

勵，而我也不負眾望，除了獲得兩面金牌，還在社際接

力中奪得亞軍，最後更如願以償奪得個人冠軍 !

　　然而所謂

「勝不驕，敗

不 餒。」 但

願大家都能繼

續努力，不怕

失敗，並為自

己的目標向前

衝！

張曉晴 6A

　　3 月 1 日那天，學校舉

辦一年一度的週年運動會。

這是我在小學生涯中的最後

一次比賽，我感到十分榮幸，

感謝老師挑選我代表全體運

動員進行宣誓。在嚴肅的宣

誓過程中，我和另一位運動員代表終能順利讀出誓詞。

　　今年，我參加了 200 米賽跑。比賽將要開始了，站

在起跑線的那一刻，我看到台上很多健兒都齊聲為我打

氣。我心想：希望今天能憑著自己多年田徑訓練的經

驗和堅持不懈的精神，完成這漫長的賽事。「咇！」

的一聲，我和對手們都全力以赴地跑，實力旗鼓相當。

在接近終點時，我拼命地向前衝，結果贏得冠軍。

　　這一天裏，我能夠順利完成兩件事，對我來說實在

無悔無憾了！尤其是參與宣誓儀式，我非常感謝學校師

長帶給我如此珍貴的機會，我不是口若懸河的學生，如

果沒有老師的悉心栽培、支持和鼓勵，就難以擁有今天

的成果。

■ 馬文佳小姐與本校員生分享健康人生的體驗與重要性，並予以

學生終身健康生活的勉勵。

■ 媽媽組的得獎者喜出望外

■ 各場比賽，同學都充分展現奮力拚搏的運動精神。

■ 賽跑決賽中奮力

爭勝的運動員

■ 南元小健兒努力爭勝
■ 師生接力賽的老師們和同學們都預備

就緒，大家都向著目標─終點出發。

■ 運動會的成功有賴家長義工隊的支持和參與

■ 友校接力邀請賽獲勝的健兒■ 親子比賽溫馨剌激兼而有之■ 師生接力勝出隊伍展現燦爛的笑容

馬文佳小姐

前香港田徑隊隊員

現職田徑教練、學校體育推廣主任

曾獲埠際田徑錦標賽鉛球冠軍、

埠際田徑錦標賽鐵餅季軍

鄒金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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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藝科以「藝術遍校園」為主題，大力推動美化校園，使校園

每個角落都充滿藝術色彩。本科在近年間，於每個樓層、電梯旁均

擺設學生的視藝作品，藉以加強學生欣賞藝術作品的能力，培養學

生對藝術的興趣。大家還可以在課室內外、三號梯、一號梯，欣賞

到學生在視藝課的傑作。每逢聖誕節、農曆新年和復活節，我們還

會在禮堂外和課室內吊掛有關節日的學生立體作品，以增加節日氣

氛。此外，本科組與活動組合作，於中華文化日當天，在雨天操場

吊掛學生們悉心製作的花燈。同學們一邊玩攤位遊戲，一邊舉頭欣

賞各式各樣的花燈，樂也融融。

視藝科 藝術遍校園‧繽紛繞童心
黎燦美老師、李妙玲老師、黃慧敏老師

充滿藝術氣息的校園
6D何梓甄

　　我很榮幸能成為課外活動「Art and Me」的其中一員，令我在藝術和學習方面都

有很大的得著。在李老師和黎老師的耐心指導下，我們不單學會很多繪畫的技巧、

更認識了不少課堂以外的名家名畫，同時也學會跟同學互相學習，同心協力完成作

品。在這個過程中，我學會如何與人融洽相處和有效地溝通，彼此建立團隊合作的

精神，現在我們學校的每個樓層都展示了「Art and Me」的大型合作畫──有些畫作

七彩繽紛、有些風格獨特、還有些創意無限 ! 偶爾我會聽見或看見不同年級的同學

們在欣賞和讚美我們的畫作，心裏感到特別興奮。而且，平日我們徐徐的在校園裏

閒逛著，現在的校園比以前更加充滿藝術氣息，一想到自己的畫作也置身其中，實

在感到非常自豪 ! 

藝術作品是一道交流的橋樑
5A 黃詠桐

　　每逢星期五的「Art and Me」課外活動節，我們都會聚在一起製作不同的合作畫，

我很喜歡以這種同心協作的形式來創作藝術品，既可訓練耐性又可提升團隊精神，

我覺得特別有意義 ! 經過大家一番努力後，這些合作畫已成為校園漂亮的裝飾，大

大美化了校園環境，令校園充滿藝術氛圍， 而且最重要的是讓其他同學都能欣賞到

不同的畫作、不同的藝術風格，令我感到十分興奮。尤其是當我經過走廊時，看到

同學們在評賞我們的合作畫，他們駐足欣賞作品的神態就幻化成一道橋樑──讓同

學們被藝術創作連繫起來，交流彼此的觀感與看法，這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我衷

心感謝黎老師和李老師對我們的悉心教導和栽培，希望將來也能繼續創作更多藝術

品，令校園更富藝術氣息 !

本校推行「名家名畫」課程，
讓學生學習名家的繪畫風格和技巧。

■ 蒙德里安(直線美) ■ 梵高(十四株向日葵) ■ 米羅(星空下的小孩)

學生感想

蒙德里安(直線美)蒙德里安(直線美)蒙德里安(直線美) 米羅(星空下的小孩)米羅(星空下的小孩)

■ 南元朗官立小學校訓「博愛信誠」

■ 書畫班作品「南兒丹青頌」

「國畫滿校園」系列

■南元朗官立小學校訓「博愛信誠」

■ 南元小撫今追昔「舊貌顯新顏」

■

■書畫班作品「南兒丹青頌」■書畫班作品「南兒丹青頌」■書畫班作品「南兒丹青頌」書畫班作品「南兒丹青頌」

■ 踏進校園一刻，映入眼簾的就

是這幅大壁畫—訴說校園的

歷史。

■ 雨操二的農民畫，為樸實的

校園添上鮮活的色彩。

■ 課 外 活 動 組 別「Art and 

Me」梯間合作畫—啟航

吧！

藝術氣息就在校園之間

■

■ 中華文化日當天，禮堂外和

操場上的應節裝飾

■ 每 逢佳節來

臨，課室內都

掛滿了同學的

應節作品。

■ 攤位活動的場地都吊掛着同學

們精心設計的元宵花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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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秉承祖訓「博愛信誠」及校訓「樂學展潛能 律己務善群」的精神，致力培養學生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透過「服務學習」，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各個服務隊伍，建立對學校的歸屬感，並從服務中學習及成長。

南元小服務小先鋒
樂學展潛能‧律己務善群

楊玉芳老師

少年警訊

清潔大使

幼童軍 課外活動服務生

升旗隊

禮貌愛心天使

小女童軍

公益少年團

風紀 (B隊 )風紀 (A隊 )

圖書館服務生及追書特工 午膳服務生及廚餘服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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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校長、馮副校長跟家長及同

學們在龍鼓灘的觀景台上一同

遠眺港珠澳大橋的新貌。

■ 大家一起努力地向着龍鼓灘的

觀景台前進

　　本校一年一度之家教會親子旅行於 1月 17 日圓滿舉行，是次活動參與

人數多於 300 位，包括本校教師、家長和學生。家教會舉辦的親子旅行連

續數年報名情況都非常踴躍，實在有賴家長們的支持及對學校的信賴。 

　　當天上午，大家從學校出發到龍鼓灘。到達目的地，各人沿著海灘邊依

山而上。小山崗上建有中華白海豚觀景台，這裏除了是欣賞中華白海豚的最

佳位置外，還可以遠眺港珠澳大橋新貌。大家都在龍鼓灘享受了自然明媚的

風光，暫時放下都市的煩擾，享受置身於大自然的懷抱中。

　　接著，我們便驅車到東涌機場富豪酒店品嚐豐富自助餐。自助餐有各式

各樣的美食，大家都可以隨心所欲選擇自己喜歡的食物。除了享用美食外，

老師、家長和同學們還可以一同聊天，分享旅程的趣事。 

　　旅程的最後一站是參觀東涌懷舊主題街市。街市的裝潢以懷舊香港為設

計概念，並以 60 年代的九龍城為主題，將昔日的九龍城及九龍城寨重現大

家眼前。街市內外也有個別商鋪專售懷舊糕點和香港特色小食，家長和同學

們都紛紛購買糕點和小食帶回家品嚐呢！

　　當天不論是大人還是小朋友，都玩得樂而忘返，帶著愉快的心情乘搭旅

遊巴士回校，結束一天愉快的旅程。

　　本人參加「家長學校」至今已有14年了，一直深知學校是孩子的第二個「家」。

回想起大女兒就讀小一那年，我便開始在學校當義工，為學校服務，以身作則，並陪

伴女兒在校一起成長。後來，兒子升上小二那一年，我便開始加入家教會服務，協助

籌備各類型活動，作為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溝通橋樑，讓家長和學生更有歸屬感。

　　在過去兩年多的時間中，家教會實在有賴各位家委成員和所有義工家長的協助，

大家與老師們一起舉辦學校大型活動，如陸運會、水運會、旅行日、學校午餐事務和

中華文化日等。

　　除此以外，家教會也全力舉辦不同的家長興趣班和活動，如繪畫班、水仙班、製

作新年吊飾等，讓家長們能一起參與和相聚，彼此分享與鼓勵。我記得最難忘的活動

要算是家長敬師日大食會，由於得到各位家長鼎力支持，精心炮製各種美食，讓孩子

們在校以尊敬之心獻給老師們，並且與老師和家長們一起享用，實在太有意義了！此

外，家教會還會舉辦「校服義賣」活動，此舉不但能幫助有需要的家庭，更重要的是

讓孩子明白循環再用、善用地球資源、減少垃圾等為環保出一分力。

　　在這兩年裏，我從學習籌辦各種活動中獲益良多，來年我必定會繼續努力，為家

教會獻出更多的心力。

親子旅行

家長義工團隊

朱影珊老師

家教會副主席 (4A 梁展誥家長 )

■ 大家都能實踐

「南兒修為」

的好行為，有

禮地去拿取自

己喜歡的食物

呢！

■ 我在學校當義

工，陪伴子女在

校一同成長。

■ 敬師大食會之成功全賴

各位家長的鼎力支持

■ 中華文化日是每年的重頭戲，

 是家長義工們大顯身手的好時機。

■ 南元小家長義工團隊是周年

運動會最強大的支援

■ 家長和同學都品嚐了東涌懷舊

主題街市內的特色小食呢！

■ 劉校長和舊生們及其家長一邊

享受美食，一邊暢談樂事。

■ 一天愉快的旅程令大家玩得樂

而忘返

■ 學校旅行讓家長融入孩子的歡

笑聲中，展現無盡溫馨的場面。

■ 「校服義賣」活動教導

孩子為環保出一分力

■ 家長興趣班熱選之一

「水仙班」非常旺場

■ 家長義工們的巧手把

孩子打扮得神采飛揚

■ 出發前，各位「團友」先在學校的籃球場上拍照留念！

家長教師會
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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