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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學年是南元朗官立小學踏入學校發展計劃第六周期

（2018/19至2020/21）的第二個學年，學校繼續透過系統性及策略

性地規劃「資訊科技教學」、「STEM跨科教育」校本課程及教師

專業發展，藉以落實以校本資科教育及STEM跨科教育的學與教文

化，培育學生正面及健康的自主學習素養及科學回饋社群、貢獻生

活與珍惜生命的價值觀，促進健康校園生活及學生正向思維情意與

態度；以及透過建立自主學習教研領導群計劃，持續培育校本自主

學習學與教專業社群，藉此深化自主學習學與教文化，培育學生達

至自主學習策略能力及態度習慣，有助促進資科世代教育學與教文

化及培育學生具備「資科世代」自主學習的關鍵才能。

    本學年，學校參加了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透過自主學習為策略推動STEM教

育（2019/20香港大學校本支援計劃），由香港大學的專業支援導師與本校常識科老師及

STEM統籌老師進行共同備課會議，籌劃科本STEM課程。借鑑由香港大學校本支援導師帶

領本校的經驗，相信可有助本校老師日後校本自行開發其他主題的跨科主題學習課程。

    在疫情期間，學校透過不同的學習模式，支援學生在家學習。學校除了進行網上實時

視像教學，讓同學透過實時視像教學的模式進行學習，還透過校網發放學科自學教材、錄

像教學短片、網上練習及電子功課，讓學生在家中進行預習和自學，讓老師適時評估學生

的學習情況，為學生的學習進行有效回饋，提供適切的支援。在這段期間，學校得到家長

的支持和配合，讓學生可以認真參與課堂，同學亦可藉此機會訓練自律，利用不同的工具

與老師和同學交流，提升學習的效能。

    本校配合教育發展趨勢及課程改革措施，並按辦學宗旨及學生的學習差異，制定有層

次的校本課程發展目標。總觀在2019/20學年各項計劃推行均能順暢及達至預期計劃目標成

效，各項計劃的策略亦達至全方位及互惠效能，對促進學校品學兼並良好校風、自主學習

教師專業發展、自主學習的學生學習能力與態度等，都達至明顯的進步及理想的表現。

劉婉珊校長

二零二零年八月

回顧與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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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一向重視老師的專業培訓，鼓勵全體老師積極進修，與時並進，強化學與教的效能。每

年均因應學校的發展及學生的需要而訂定教師專業培訓的重點，今年本校聘請了專家—腦基礎

教育學會會長陳惠良先生到校為全體老師提供「腦科學教育」教學法工作坊，促進校本自主學習

教學範式轉移，持續傳承自主教學文化。

    為讓老師在專業方面持續發展，並緊貼教育的趨勢，本校安排每位老師參與教育局及不同教

育機構主辦的研討會、工作坊及觀課活動，並出席教育局各學習領域課程更新簡介會，以掌握最

新的課程發展趨勢。本校老師均持續不斷地學習，以提升個人的專業素質。全體教師參與持續專

業發展的總時數為4521.15小時，平均時數達69.6小時。

教師專業發展日：
官立小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為配合新時代科技教育的需要，本校老師亦積極發揮自

主學習的精神，掌握科技教育的新趨勢。校內進修如下：

主題

中文科電子學習工作坊

e-learning For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常識科電子學習工作坊（航拍編程）

電子學習教學教師工作坊

Zoom視像教學教師工作坊

STEM教育教師工作坊：「micro:bit與計算思維工作坊」

以腦科學為本的技巧培訓工作坊

全校參與分層支援有自閉症學生教師講座：強效功課與評課工作坊

強效觀課與評課工作坊

以腦科學為本的技巧培訓工作坊

虛擬實境VR全接觸免費教師講座

腦科學教育教師工作坊

培育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法律講座

教師專業考察交流活動：
    2019年12月19日至12月21日，5位老師參加珠海深圳教師專業活動進行專業考察及交流。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腦科學及思維為本學習策略
    為提升課堂效率，促進師生互動，令學習環境和教學策略更配合學生腦部運作，使學生的學

習更見成效，本校多年前便引入「腦科學及思維為本學習策略」(BBL)，並將之校本化為「教學

微技巧」成為本校恆常的教學策略。隨著教學研究的進步，教學策略應推陳出新，因此本校與時

並進，再次聘請BBL專家到校為我校老師提供最新的培訓。上學期共舉行了三天半的工作坊和一

天的觀課及評課，下學期雖然受新型冠狀病毒病疫影響而停課，但仍舉行了兩次線上工作坊，

讓全體教師掌握最新的教學策略。除了日常教學技巧，本年度集中探究「高階思維教學設

計」，讓學生掌握分析、綜合和評鑑等高階思維，靈活思考，提升創意解難能力。

另一方面，「強效觀課及評課策略」，以「微格式」和「數據化」的客觀方

式觀課及評課，務求以學生的表現作為改善課堂設計和教學策略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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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教育
序：

    因2019冠狀病毒病，為著大家的健康著想，學校停課，同學們留在

家中學習，學校已為大家提供了各種「停課不停學」的安排。同學們，

你有沒有妥善的分配時間，好讓自己在不能回校上課的日子，也過得充

實及有意義呢！

    其實，無論大家在什麼環境及情況下，最要緊的是學會把握時間，

自覺地完成作業，及早預習功課，大家還可利用空閒時間繪畫、閱讀、

編織、練習硬筆書法、上網玩益智的遊戲，更可利用空閒時間尋找自己

的興趣，學習平日沒有時間學習的活動，例如烹飪或寫網頁程式等。

即使不在學校，仍然可以過得有趣而充實。正如「南元小」校

訓：「樂學展潛能，律己務善群。」也是期望大家能樂於

學習不同的事情，盡情展現自己的潛能；更要自律及自

覺地完成本份，繼而回饋社會。

    我們重視全人教育，讓同學在成長過程和體驗生活

中培養出尊重、關懷和接納別人等正確觀念。我們更會透

過建立校本教學文化與正向價值觀，啟發同學熱愛生命、尊

重他人及嚮往學習，培育同學成為「新世代好南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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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育及公民教育是校本價值教育的重

要一環，透過不同的活動培育學生良好品

格，成為良好的公民。南元小設有「自我

挑戰記獎勵計劃」，每當同學個人或整班

達成各項德育活動的目標，或表現出良

好品格的行為時，老師都會在同學的記錄

冊上蓋上印章，當累積到一定的印章數量時便可以獲得獎勵，藉此鼓勵同學持續地留意自己的言

行，並與同學互相扶持鼓勵，一起進步。

    南元小設有升旗隊，定時參與團隊步操訓

練，培育學生的團隊精神，學習遵守紀律，並

於每月的升旗禮堂中

擔當升旗重任。另一

方面，公益少年團不

時進行各類公益活

動，讓同學實踐關心

社會、照顧他人的精

神。例如年花義賣、

課室清潔籌款

活動等，都可

以讓同學親身

參與社會公益

活動。

德育與公民教育

旗下講話升旗隊

達成指標可獲蓋印嘉許自我挑戰紀錄冊

早會頒獎禮

2019-2020年度升旗隊新界西分區隊員啟動禮

年花義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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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教育

    「敬德樂學好南兒計劃」，每月一個環繞德育主

題去設計德育聯課、成長課、晨光廣播和相關的德育

活動，有系統地培育同學在各個範疇的良好價值觀。

一至四年級的同學有「敬德樂學好南兒學生自我評估

表」，讓同學可以時常反思自己的行為表現，並讓家

長參與其中，令價值教育可貫徹於學校和家庭生活。

    南元朗官立小學著重學生的價值教育，

期望學生在「個人成長及健康生活」、「家

庭生活」、「學校生活」、「社交生活」及

「社會及國家生活」各個層面都能有正確的

價值觀。在學期初始的時候，各級都會舉行

班口號演示比賽，把「堅毅」、「尊重」、「責任」、「國民身份認同」、「承擔」、「關愛」

和「誠信」等七個首要價值觀融入口號之中，同學們互相鼓勵，一同成長。

    南元小是元朗區的百年老校，學校歷史就是歷代師

生在社會上共同發熱發光的見證。透過校史課程，讓學

生們以先賢的事蹟為榜樣，沐恩思源，在接受社會的栽

培後以報效社會為己任。「校史館」、《校史文摘》、

「校史劇」和「校史短片」都能夠讓學生們對南元小有

更深劇的認識，對學校有更強的歸屬感。除此之外，

還有「五四新文化運動巡禮」、《鶴髮話當年》共讀活

動、環保教育、基本法教育……等不同的主題價值教育

活動，讓同學們能培育出良好的品格。

晨光廣播課室討論環節

班口號演示比賽

晨光廣播

校內南兒修為壁畫

校史文摘

五四新文化運動巡禮
學生作品文摘 成長課教材《成長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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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加入南元小大

家庭的一份子，為了悉

心培育大家，師長們已

精心設計各項課程活動

讓你投入校園生活。

    新加入南元小的同

學，學兄學姊們已化身

為禮貌愛心天使和小師長來協助你適應充滿

新奇有趣並富挑戰的學習生活。南元小的校

園學習是生活化，是多彩多姿。你們準備好

了一起參與以下活動嗎？

教育講座課程

生活教育

小老師教導學弟妹

敬師日 家長代家與老師合照

成長課講座助成長

為我們服務的禮貌愛心天使

南元小大家庭 歡迎你

護苗車上護幼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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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Sir與你午膳熱話~

Siu Sir's VIP
    利用午膳時間，獎勵平日學

行表現卓越或有進步的同學與學

生輔導主任共晉午膳，暢所欲言

吐心事，分享校園彼此生活點滴，

享受校園大家庭的歡聚時光。

成長的天空活動：抗逆助成長

訪問幼兒園小同學活動籌備討論

蕭Sir的貴賓

庇護工場小義工

餐後美麗回憶為準備考試打氣

與婆婆一起玩遊戲

愛心關顧長者

男兒訴心事

餐前留倩影

愛心之旅 服務幼兒園

歡聚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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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支援
    為照顧學生個別差異，學校在不同層面為學生提供支援服務，務求全面照顧學生不同的成長需

要。學校採用「及早識別」、「及早支援」的策略，務求能更有效地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

    本校設有「學生支援小組」，有效調配人力及資源，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使他們能

夠獲得合適的支援服務，幫助學生發展多元智能。

    本校透過「三層支援模式」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第一層支援

─優化課堂教學；第二層支援─提供抽離輔導、小組學習、針

對性訓練等；第三層支援─提供「個別學習加強輔導計劃」。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本校獲教育局委派教育心理學家定期駐校，為學習困難學生進

行評估、參與學生個案會議、提供諮詢服務、專業培訓、參與學生

的個別學習計劃會議及協助學校人員規劃學生的額外訓練內容。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本校運用加強言語治療津貼，外購言語治療服務，

言語治療師定期駐校，為有言語障礙學生提供評估及小

組、個別治療訓練。另外，駐校言語治療師訓練高年級

學生為「言語大使」，開辦故事描述訓練課程，讓他們

掌握有關技巧，從而協助小一、小二語障學生進行說故事訓練，提供更多互動和練習的機會，提

升他們的自信心，建立校園互助文化的關愛精神。

輔導教學
    本校為有特殊學習困難和成績稍

遜的學生入讀輔導教學班，提供輔導

支援。教師可調適課程和教學策略，

提供切合學生興趣、能力和需要的學

習活動和經驗，幫助學生鞏固學科的基礎知識，掌握學習方法，增強信心，改善教學效能。

駐校教育心理學家與家長分享
建立孩子正面行為的技巧。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個別訓練

課前輔導教學，學生踴躍參與分組比賽。
透過小組活動，

讓學生認識字詞的認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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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教學
    為了讓學生得到更適切的教學安排，以

提升學習興趣及增強學習自信，本校三年級

英文科及四年級中文科採用課堂抽離小組

教學，分別由兩名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任

教，針對學生的學習問題，進行適當的教學

調適，有助提升學習興趣及提高學習效能。

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計劃
    本年度參加「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計劃」的學生

共有三名，分別由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及兩名特殊教育

需要支援老師負責跟進該學生的「個別學習計劃」，定期

與學生家長、班主任及教育心理學家召開個別學習計劃會

議，商討學生在學習適應、社交適應及情緒適應的需要，

訂立長期、短期學習目標及支援策略（三個層面）。推行

「個別學習計劃」，為學生釐定適切的支援計劃，讓教師

嘗試有效教導自閉症學生的方法及策略，以提高照顧相關

學生的知識與技能。

課後支援課程
「社交情緒管理小組」：透過互動遊戲

和社交情景預演，學習正面處理情緒技

巧學習活動，增強學生與人溝通及合作

能力。

「執行技巧小組」：透過自理、學習及

社交活動的訓練，提升學生的學習動

機，幫助學生重拾自信心，尋找最適合

自己的處事及學習方式。

「讀寫能力提升課程」：為有讀寫困難

的學生提供有系統的訓練活動，改善學生學習技巧，盡快趕上正規課程。

透過小班教學，學生愉快學習FUN FUN FUN！

透過小班教學，學生愉快學習FUN FUN FUN！

推行個別學習計劃，為學生釐定在學習適應、
社交適應及情緒適應的支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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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校園
序：

（馮寶琪）

    有人問：我們怎樣做才會令生活更健康？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

題，所謂「健康」之道，不僅局限於身體上的健康，同樣重要的，還有

心靈上的健康。

    南元小一向積極推動「健康飲食在校園」的活動，由監察學生午膳

的營養、舉辦水果日活動推廣吃水果的好處，甚至參加「至營校園」的

認證計劃，每每都表現出校方對學生身體健康的重視。

    此外，校方同樣重視學生的心靈健康。因為擁有積極的處事態度，

對他們日後在人生旅途上一定有莫大的幫助。我們推行了多元

化的課外活動，如：週五課外活動、旅行、戶外教育營、

校運會、水運會、教育性參觀和多姿多彩的學藝班等。這

些活動不但發掘了學生的潛能，也給予他們面對挑戰的

機會，從經歷中建立正向的人生觀。

    在這學年裏，我們都深深體會身體健康的重要。相

信只要我們以樂觀、謹慎的態度應對，便一定可以享受健

康、愉快的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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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良好的飲食習慣有助兒童健康成長，因此本校

積極參與由衞生署舉辦的「健康飲食在校園」活動，營

造健康校園文化。

    學校定期舉辦多元化活動，包括全年進行的健康小

食活動和晨光廣播，鼓勵學生每天帶健康小食回校，參

加的同學可獲印章以示獎勵；亦舉辦健康飲食講座和水

果月攤位遊戲日等。此外，本校亦參與由教育局與衛生署合辦的「至『營』校園認證計劃」，定

期監察午膳供應商的質素，並獲得「至『營』學校」的認證。本校往後會繼續推行各種健康飲食

推廣活動，讓學生從小建立均衡飲食的習慣。

水果月活動

至「營」校園齊參與
吃得健康活出色彩

自我挑戰獎勵計劃—健康小食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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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是通往知識寶庫的鑰匙，孩子不但能獲取豐富的知識，更可培育個人高尚的道德情操，

繼而使他們成為有貢獻的社會楝樑。

    為配合本校發展方針，本校推展了一系列的閱讀活動，如親子閱讀獎勵計劃、黃金屋計劃、

閱讀日、晨光閱讀及書香廣播，為同學提供全方位學習的機會，讓同學多讀多聽多寫，從而培養

學生閱讀的習慣及鞏固所學。本校還有一群熱心的「童話之旅」家長義工，他們積極撤下書香種

子，好讓學生在愉快氣氛下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實有助同學養成終身學習的長遠目標。

「童話之旅」

書香廣播

書香處處飄，閱讀潤心田！

同學留心啊！

故事姨姨生動地演繹童話故事

廣播時間又到了！

你心中的太陽又是怎樣呢？

書香之花伴童年

這是屬於我們的小
作品！

故事姨姨用心設計故事活動
與同學分享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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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讀愛分享齊分享增知識靈活運用閱讀策略

晨光閱讀及書香廣播

E閱讀計劃

快來找出故宮裏的大怪獸 故宮故事真有趣書中國度齊分享

得獎作品齊欣賞

學習使用E BOOK

技巧地匯報圖書內容

有聲有畫的電子圖書黃金屋「教城書櫃」

故宮知識樂無窮 深度認識中國文化積極參與講座活動

閱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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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校舍屬環保設計，光線充足，空氣流

通，甚至教學大樓座向都可以減少對冷氣的需

求，一方面可以節省能源，亦同事可以促進學

生身體健康成長。

    為了持續傳揚本校的環保育人價值觀，校

內設施多項環保設施，加強發揮環保校舍的功

效。校園設有多組太陽能光伏板，能把電力輸

入學校電網減少化石燃料的消耗，同時又能獨立供電給環保滅蚊燈來保障同學的健康。

    此外，校園亦設有有機農圃、太

陽能氣象站、動能發電單車、以及廚

餘機等設施，讓學生能透過第一手的

學習經驗，認識各種環保知識，讓南

元朗官立小學的學生成為環保先鋒。歷年來全體師生的努力更得到不同界別的機構認同與肯定，

屢獲獎項，受到社會人士及專業團體對本校推動保教育工作成果的認同。

環保校園 綠色生活

學校擁有5部廚餘機為學校的農圃提供肥料

匯入學校電網的太陽能光伏板

綠色科學園製作環保洗潔精製作環保洗潔精

高採光度和空氣流通的校園
特別室加上隔熱貼減低能源消耗

4樓農圃的太陽能光伏板及其驅動的滅蚊燈
保護在這裡進行活動的同學

位於天台的太陽能光伏板

位於正門的太陽能驅動的氣象儀動能單車，讓同學認識能源的可貴

四樓農圃可以種植粟米

17

健康校園



2019-2020六年級戶外教育營

—邁向正面積極的生活
    六年級同學在三日兩夜

的戶外教育營中獲益良多。

他們一起進行許多有趣的活

動，豐富了學習經驗，知道

與人溝通的重要性；並一起

完成具挑戰性的任務，培養

彼此間的互信，了解團隊合

作精神的重要性；更一起體

驗與眾不同的集體生活，除

了要獨立生活，自我照顧

外，也要學習與人相處的技

巧。學生在一系列的活動和

體驗中，在與人溝通及互助

合作等學習範疇有了更深刻

的體會。

臨別依依教育營，師生共聚留倩影。

簡單一頓飯，吃出不一樣的滋味。

讓別人站穩，才能讓自己站穩！齊心合力，沒有辦不到的事！

百步穿楊，沒有難度！

黑暗中，有彼此的信任；
困難中，有互相的鼓勵。 活動後的反思，認識錯誤，了解自己。

健康校園 善用餘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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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星期五課外活動時段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興趣

小組，藉此培養他們的興趣，發揮所長，使校園生活變得

更愉快和豐富，令他們健康地成長。

    課外活動的內容

多元化，共設有42組

不同的興趣小組，內

容涵蓋體育、藝術、STEM、遊樂、制服團隊、環保生活……

等等不同的範疇。其中33組由本校教師負責帶隊，另外有9

組聘請校外導師提供專門的訓練。各興趣小組又分為固定組

和流動組。參與固定組的學生將會全學年參加同一固定組別，由導師就一個興趣提供全年的系統

性培訓。流動組的學生則會每個月轉換參加的組別，他們可以從不同的小組活動中發掘自己的興

趣和專長，然後再加以培訓和發揮。

臨別依依教育營，師生共聚留倩影。

桌遊樂 棋趣樂

多元手工藝班 小女童軍

創意立體3D打印小組

綠色科學園

Stop Motion定格動畫創作班

神奇3D立體筆及手工藝創作

手鈴隊

魔力數學

捲紙藝術

週五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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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根據教育局的課程結構，包括中文科九大學習領域（包括閱讀、寫作、聆聽、說話、文學、

中華文化、品德情意思維、語文自學九個學習範疇的知識）、發展九種共通能力（例如溝通能力、解

決困難能力、批判思考能力等）並配合學生的需要及學習差異，設計各級、各班的課程內容。

    初小（小一至小三）結合「悅讀．悅寫意」課程，幫助初小學生循序漸進地建構語文知識；

另外本科積極推行全方位單元教學策略的教研工作以讀帶寫，強化閱讀理解和寫作能力。

初小「悅讀．悅寫意」課程
    本科於2011年參與教育局「初小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計劃，為期三年。此計劃的目的是

透過建立校本分層支援教學模式，令學校更有系統地提升學生的基本語文能力及支援有讀寫障礙

的學童。三年的支援計劃已經完成，我們把「悅讀．悅寫意」課程與初小的校本課程結合，讓學

生奠下穩固的語文基礎。

喜悅寫意
    此活動讓學生透過遊戲形式，重

溫平日所學過的「悅讀．悅寫意」的

各學習範疇內容，藉以鞏固學生語文能力，並從中享受學習中文的樂趣。

高中小「以讀帶寫

學習活動」
    我們將教授的內容按體裁分類並作單元

教學，藉以鞏固學生對各文體的認識和掌握。我們希望學生透過大量閱讀，以讀帶寫，能豐富學

生的寫作素材，從而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

腦科學為基礎的教學策略
    透過腦科學教學策略，活用教師微技巧策略有

效提升學習效能。課堂設計有助提高學生參與度、

增加師生互動性，培養學生團隊合作精神。

中文科簡介

寓學習於遊戲。

大家齊心合力把任務完成。

大家一起動動手，動動腦筋！

上課期間，同學們透過多互動、
高參與，共同完成學習目標。

齊學習，齊玩樂。

上課前，大家先以肢體活動
重溫學習重點。

這位同學的分享
得到了最高的
票數呢！

同學們踴躍分享
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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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好南兒計劃
    「中文科自主學習好南兒計劃」涵蓋有系統

的研習能力（字詞運用、理解文章內容、自擬問

題的能力、反思能力及解難能力），並訂定自主

學習的形式、策略及反思部份，實行於中文科課

業《全方位單元工作冊》中，並在單元工作冊加

入「反思三部份」，建構學生反思能力。中文科

更編制《語文自學樂小冊子》，內容配合自學四

部曲（課前→課堂→課後→拓展）。此外，中文

科於長假期讓

學生進行「自

主學習專題設計」，藉此達到自我設定的學習目標，完成一個

自主學習的專題報告。

電子學習
    中文科積極推動電子學習，旨在

照顧學習多樣性、提高學習動機和自

學能力。老師善用電子學習平台（如

Nearpod）來設計校本課程，提升學與教的效能，也為課堂增添了趣味。

拔尖課程「中文寫作菁英課程」
    為了進一步提升學生的中文寫作能力及興趣，本校舉辦中文

寫作菁英課程，主要教授各種文體的寫作技巧及如何改善文筆，

並透過持續及多樣化的寫作訓練，刺激學生觀察、聯想和想像

力，有助進一步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

校外比賽
    本校中文科一向銳意透過

「以讀帶寫」來提升學生的寫作

能力，也鼓勵學生積極參加校朗

誦節比賽，這些校外獎項正好展

現師生努力的成果。

同儕互評，欣賞朋輩
的優點。

「自主學習專題設計」
的學生作品。

同學們先細心聆聽老師的指示。

然後透過平板電腦
完成老師給予的
小任務。

同學們積極與組員
分享自己的成果，
再合作完成寫作一篇

文章。

在互評及討論當中，
大家都得以反思。

合作學習方法：思─寫─討─享。

同學在課堂上跟同學分享自己的作品，
大家都專心聆聽，然後給予回饋。

同學在匯報時交代創作理念及
簡介自己的作品內容。

「2019/20」年全國青少年語言知識大賽
【菁英盃】現場作文比賽，本校學生

成績美滿，獲得全國青少年語言知識大賽
【菁英盃】現場作文」初賽—總亞軍。

元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主辦的《公民教育徵文比賽—主題︰科技與道德》，
6A劉子悠獲高小組冠軍，4A孫卓楠、4B王躍熺獲初小組優異獎，本校更榮獲得

「最積極參與大獎」。

本校學生積極參加第七十一屆學校
朗誦節比賽，表現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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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With the aim of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learning to read’ and ‘reading to learn’ culture, 

The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 Reading and Writing (PLP-RW) and task-based learning was 
implemented in Key Stage One (P.1-P.3) and in Key Stage Two (P.4-P.6) at our school. A language-rich 
environment with diverse learning experiences is also created in the classroom, thereby ensuring that 
students get more exposure to English and are able to build up their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Key Stage One (P.1-P.3)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Reading and Writing (PLP-RW)

The programme adopts a holistic approach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at 
incorporates all four language skills in the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with 
more emphasis on reading and writing.

In order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they are introduced to phonics, 
songs and chants and many fun games with diver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They are exposed to high frequency words, relevant content 
words, a variety of reading techniques and simple language structures. 

It also promotes the use of Storytelling, Reading Aloud, Shared 
Reading, Guided Reading and Independent Reading among students. 
The use of Shared Writing, Guided Writing and Process Writing in the 
programme also enhances students’ writing skills.

P.3 In-class Drama Workshops 
Our P.3 students played warm up games to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and speak aloud in English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lesson. The story from the PLP-RW big book has been rewritten as a script of a mini 
drama. Students used their acting skills that they acquired from previous 
roles in training to act out the scenes in this story. 

Teachers found that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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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achieve while planning the 
lessons. Students in Hong Kong have excellent reading skills, but it seems 
they don’t have enough opportunity to speak and communicate in English 
once they leave the classroom. The drama lessons provided them with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speak more and express more in English. 

英文科簡介

Students are enjoying their 
drama lessons.

P.3 Students are so eager to 
express themselves.

Do you know what game 
they are playing？

Students enjoy using iPads to 
finish a task.

P.3 students are enjoying their 
drama les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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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Stage 1 (P.3) & Key Stage 2 (P.4-P.6)

Task-based learning

The use of the task-based approach is to allow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in a meaningful and authentic way. Task activities are rich in 
language usage, which involve a wide variety of language areas, as well 
as the four language skills: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he 
task is an activity in which students use language to achieve a specific 
outcome. The activity is meaningfully and purposefully designed so as 
to encourag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Playing games, solving 
problems, sharing information and experiences etc. are all considered 
relevant within the authentic tasks.

P.4 and P.5 E-learning Lessons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to learn English and to promote self- 

learning in the English lessons that cater fo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we 
provided iPads to our Primary 4 and 5 students. 

Apps such as Kahoot, Nearpod and Videolicious were used. 
Students finished a task book while using the iPads to learn and 
revise. They had interesting quizzes and matching games. They also 
shared their ideas and gave “likes” to others’ ideas and learnt from 
the sharing sessions. Students also used these ideas to write a letter 
to a teacher. They even recorded short videos to present their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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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 with other classmates to finish a task. We believe that more students will benefit as more e-learning 
packages are being develope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During the ECA period, students have lots of fun and a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practise and build up their confi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The English Drama Club has been established which allows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in a fun way. 
Students enjoy acting and this builds up their confi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and encourages them to 

engage with the English scripts.

The props and costumes are so nice.

Students enjoy using iPads to finish a 
task.

Students are so confident during the show. Students enjoy performing a lot.Students are performing on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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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習
　　數學科本年度優化一至六年級的電子學習課程，透過在課前預

習及課堂中使用多樣化及互動的電子學習工具，配以老師們設計的

電子學習的教學策略及教學法，在「數」、「圖形與空間」、「度

量」、「數據處理」及「代數」五個教學範疇推行電子教學。

　　老師利用平板電腦作為學習和評估的工具，透過預先設計的材

料，圖文並茂，引導學生循序漸進地學習，學生之間互相交流，即

時跟其他組別分享意見和成果。當中，善用了GeoGebra、Kahoot、

Nearpod、運用互聯網等資源去輔助教學和評估學習效能。藉着電

子工具的幫助，即時收集到學生的習作，可以評估學習效能，並向

學生作出即時回饋。在設計工作紙時亦加入QR  Code，讓學生即時

連接電子教具作自學和研習之用，亦有助照顧學習多樣性，為能力

稍遜的學生提供額外支援。

　　電子學習能有效地使課堂暢順，有趣的課堂活動能令學生積

極投入。我們深信電子學習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加強師生互動及照顧個別學習差異和多樣性。

六年級的立體圖形

五年級的多位數四年級的菱形和鷂形

三年級的五位數

一年級的比較長度和距離

二年級的錐體

二年級的柱體

六年級的立體的截面

數學科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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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活動日
　　本科配合推行「資科世代好南兒」計劃，在各級分

別設計一些具單元知識技能與專科及生活關係、價值觀

及高階思維項目的工作紙。

　　在課堂內透過專題學習的分組活動，增強學生對數

學的好奇心與興趣，培養學生的觀察、溝通、明辨性思

考能力及創意思維能力，同學之間互動交流，激發學生

自學探究的精神，令學生百分之百的參與，完成不同的

任務，達到學習最大的成效。

各級的活動內容如下：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活動 蛇仔問題
破解加密

圖案

賽車道

設計師
Tetra Square 多變積木

立體圖形

製作

概念 ①邏輯推理
①座標

②編碼

①邏輯推理

②編碼

①邏輯推理

②編碼

①圖形與空間

②編碼
立體圖形

互動討論中。

大家為著目標，共同努力。

為我的作品拍攝紀錄。

Tetra Square 創意活動

我有信心能完成任務！

大家分工合作完成不同部份。

自自我們多投入！

我能成功破解加密圖案，YEAH!

我很喜歡我的作品。

多變積木 看看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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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課程及活動
　　本校常識科著重學生整體的學習經歷，透過手腦並用的學習經歷及解決問題的過程，培養學

生的探究精神和創造力，並重點培訓各級學生不同的專題研習能力，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同

時，不同的科學與科技活動亦有助學生提升他們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和好奇心，透過高參與、高

展示和高互動的課堂設計及多元化的學科活動，培養學生的觀察、溝通、批判性思維能力及創意

思維能力，並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此外，本校提供很多的機會讓學生進行全方位學習，得到探

究及親身實踐的學習經歷，如教育性參觀活動、實地考察及境外學習之旅，學生透過親身探究與

實踐，擴闊視野，加深對國家的認識與了解，增強公民意識及自信心，放眼世界。

校內活動
科學與科技探究活動：
　　為配合常識科發展的新趨勢，促

進學生對STEM教育的認識，本年度學

校為學生舉行STEM學習活動日。

電子學習活動日：消防設備大搜查（四年級）
　　P.4年級學生在老師帶領及指導下，於活動當天有秩序地搜集校園的消防設備，學生需要運用

資訊科技進行活動，當中包括利用平板電腦拍攝影像和錄影以匯報結果。

六年級：電磁鞦韆DIY

同學們認真討論
活動中的內容

同學們利用平板電腦錄影
自己組別的匯報成果。

二年級：發光卡

同學們認真觀看影片中的內容，
以回答有關的問題

五年級：小相機DIY三年級：DIY磁石小車 四年級：DIY萬花筒

學生利用平板電腦掃描
二維碼，然後把資料或

答案找出來

一年級：製作3D眼鏡

常識科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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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及比賽
　　本校學生積極參與和常識科有關的校外

比賽和活動，並且獲得優異的成績。

獎項

5B林雪晴：銀獎；5A劉倬霖：銅獎

5B馮茵婷：銅獎；5B陳希翹：銅獎

元朗區科學與科技培訓課程暨海、陸、空探索比賽2020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科學簡介會

獲獎學生姓名：

5A曾朗一 5C陳靖耀 5A賴家賢

5D江栢熙 5B黃心苗 5D鄧恩橋

5B郭玟希 5D張晉軒 5B溫卓瀅

5D郭玟儀 5B蕭向庭 5E林軒丞

5B周  朗 5E布凱晴 5B鄒濬謙

5E伍卓藍 5B梁洛珈 5E張熙諾

5C卓芷悠

水資源教育中心－「水知園」

冼老師和同學們的大合照

同學們在參觀的過程中獲益良多

同學們十分享受今次的參觀呢

同學們用心聆聽中學老師的講解

四位同學在參加比賽的場地門口拍照留念

本校共有19名學生參加元朗區科學與科技培訓課程暨海、陸、空探索比賽2020，
榮獲三等獎

首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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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本校體育科發展計劃：透過讓學生掌握各項目運動技巧，並鼓勵學

生積極參與，善用餘暇進行體育活動。體育科的課程及課外活動亦依從上述

目標而設計。體育組組織各訓練班。計有：田徑、游泳、跳繩、足球、乒乓

球、籃球、羽毛球。帶領學生參與不同類別的比賽。今年成績豐碩。

乒乓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小學分會2019–

2020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單打殿軍鄧柏灝（6C班）

藝術體操
女皇杯—香港國際藝術體操及美學體操邀請賽

女子團體賽：

8-10歲組別  冠軍

10-12歲組別 亞軍

體育科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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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課
    南元朗官立小學體育科的發展計劃聚焦

於培養學生定期運動的習慣，以提高整體學

生的健康水平。本校自2018-2019學年始，開

展三年級的「校本游泳課程」。

    透過「校本游泳課程」，提升了學生的

自理能力，並能引起學生對游泳運動的興趣，繼而持續參加課外游泳活動。

    2019-2020學年，三年級各班均能完成七節游泳課

程，透過問卷調查，有96%小三學生參加游泳課；100%

小三學生對游泳課感興趣；89%小三學生的自理能力得

到改善；100%小三學生表示在游泳課

程完結後，會繼續參加課外游泳活

動，更值得高興的是本屆校內水運

會，共有186人參加。

水運會

基本動作要做足

開心玩遊戲

我們謹代表全體同學宣誓，於水運會
中實踐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

齊齊做熱身

在喧鬧的打氣聲中同學施展渾身
解數努力爭勝。努力過後，同學們洋溢著幸福的笑臉，散發著奮發向上的氣息。

我會游泳了

一聲令下，同學們盡力往終點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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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音樂科致力提供不同的創作空間，激發學生創作潛能。另外，亦提供多元化機會，有助

學生發展及展示音樂潛能，並建立學生的學習自信，讓他們健康成長。課程中加入單元小冊子，

令學生認識不同時期的音樂及構成音樂的元素。透過專題研習，讓學生瞭解音樂的情境及音樂與

文化的關係，從而擴闊學生視野。

校外活動：
1.	香港合唱新力量主辦

	 「第三屆香港校際合唱節」比賽
  —音樂苗圃（金獎）    

 —高級組歌詠團(銀獎）

校內活動：
1.	藝術導賞  透過觀賞西洋樂器的現場演奏，學生加深了對樂器的認識。

音樂科簡介

校際合唱節 音樂苗圃（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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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音韻悠揚齊共賞」
    讓參加了校際音樂節樂器獨奏的同學有預演機會，亦提供了演

出平台給將要應付樂器獨奏考試的同學，從而加強他們的自信。

5.	「畢業頒獎禮」表演
    由手鐘手鈴隊及全體小六畢業生演奏《友共情》及《Shalom to you, my friend》。

6.	課後樂器班：

	 小提琴班、單簧管班、長笛班。

2.	校本單元小冊子
    讓學生了解到巴洛克、古典、浪漫及二十世紀音樂時期的音樂特色，以及認識巴哈、莫

札特、貝多芬及蕭邦的生平事蹟和樂曲作品。

3.	聖誕聯歡會表演	
    手鐘手鈴隊聯同音樂苗圃及高級歌詠團進行

大合奏，充滿歡樂和熱鬧氣氛。

聖誕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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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致送給母校畢業畫
	 「滿載回憶同心前行」畢業畫

    本年度畢業生為了感謝母校悉心的栽培，

精心地製作了畢業畫致送給母校。創作意念表

達同學們一起乘坐「南元小號」一飛衝天，象

徵他們共同邁向新的里程

碑。漫天天燈，每一盞都

盛載住他們的祝福，祈求大家離開母校後能順利升學、平安開心。

    菲林裡面都是畢業生六年來在母校生活的點滴─老師循循善誘、

同學互相扶持，每段珍貴的回憶都將成為畢業生迎接未來挑戰的動

力，讓他們成為更出色的人。

視藝活動多元化！

藝術人生添姿彩！

入圍作品

6B 歐陽逸芝

6A 洪凱晴

6A 黃舒苗

6E 王焯衡

6A 郭倩鳴

6B 伍詠怡

6B 黃穎莉

6D 劉倇攸

6C 方蔚澄 6B 王御心

校長與畢業班同學代表合照 畢業班同學介紹畫作的創作意念

畢業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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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果展
      本年度成果展於6月15日至6月18日

  （星期一至星期四）於本校禮堂舉行。

2. 美工創作比賽
    本年度美工創作比賽在疫情停課期間仍繼續舉行。題目以環保作為母題，各級均以不

同子題比賽。

作品琳瑯滿目，快些來看吧！

校長與視藝科老師來個大合照。

校長致辭，讚揚同學具藝術潛能。

冼老師向同學講解作品。

周老師與同學分享創作心得。

劉校長與老師及家長義工剪綵。

五年級冠軍：5A 何秀慧
（我的夢幻房間）

二年級冠軍：2F 陳柔熹
（精緻寶物盒）

六年級冠軍：6A洪凱晴
（花車巡遊）

一年級冠軍：1B 蔡紫雅
（趣怪機械怪獸）

三年級冠軍：3B 梁可晴
（美麗環保籃子）

四年級冠軍：4B 洪逸朗
（漂亮環保座枱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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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普通話課程以聽說為主，讀寫為

輔。在課堂活動中，鼓勵學生透過分組活

動，從討論及分享中學習，加強對普通話

口語表達的能力和信心。校園四周張貼以

漢語拼音標示的雋語，操場壁報亦張貼有

關普通話語音知識的展板，以營造一個普

通話的學習環境。

    為了加強四至六年級的學生運用普通

話進行日常溝通，並為參與境外學習作好

準備，本校為小四至小六學生編製《普通

話自學冊》。自學冊內的題材多以學生的

生活經驗為主，讓學生學習有關日常生活

用語；除了在課堂中滲入「普通話自學

冊」的教學外，在課堂外，亦為了發展學

生自主學習學與教文化，在《普通話自學冊》內滲

入電子學習活動，培育學生的自學信心與動機。

普通話科簡介

這個詞語的拼音，我也想來試一試！

校園四周展示了漢語拼音標示的雋語

粵普對譯，你我一起來學習。

想一想，找一找，大家快來找出答案吧！

大家一起來說普通話。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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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為培育學生聽說普通話的能力、興趣及

正確的價值觀，本校舉辦「普通話節日點唱」活

動，以節日為主題，由老師訓練學生主持，配上有

關歌曲或詩歌、點唱對象等，讓學生參與活動，增

加運用普通話的機會及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另外，我們於週五設立了普通話課外活動—

「趣味普通話」，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如唱歌、講

故事、看電影等，讓學生積極融入普通話的語境中，加強學生

聽說普通話的信心。

    除此之外，本校鼓勵

學生積極參與校外比賽如

校際普通話朗誦比賽，

不少學生勇於接受挑戰，發揮所長，在比賽中獲取不同的獎

項，成績優良。

讓我來抽一張卡，讀一讀這些拼音。

這個詞卡的拼音怎樣讀呢？讓我想想吧。

一人一本自學冊，齊齊學習普通話。

看，這個詞語的普通話如何唸？

b p m f……一起來說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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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打字比賽
    隨著時代進步加上科技日新月異，資訊傳播日趨快速，大家利

用互聯網溝通越來越普及，故此，電腦科特意舉辦英文輸入法比賽，以提升學生對打字的興趣和

能力，應對將來無論生活上及職場上帶來的挑戰。

    三至六年級分級於電腦課上進行初賽，而每班首

三名的同學進入決賽，每級最高分的三位同學，分別

奪得冠、亞和季軍榮譽。

編程與計算思維
　　電子支付、無人機等科技越趨普及，與我們的生活變得密不可分。你有

想像過將來大幅改善人類生活的可能不再是簡單語文，而是編程語言呢？

    為了裝備同學成為一個資科世代好南兒，電腦科於高年級採用縱

向的計算思維課程。透過有系統而相關的圖像編程語言，並配合多樣

化的平台，包括ScratchJR、Micro:bit、Scratch等，讓同學由簡單

的圖像編程開始，建立對程式編碼的興趣。

　　而四年級同學更於課室內運用平板電腦進行編程，同學都認真設計他們的奇幻世界。平板電

腦配合計算思維課程，不但讓同學建立更鞏固的編程根基，更培養同學無限的創意呢！

電腦科簡介

同學努力學習Scratch JRScratch JR繪圖功能

運用編程製作海洋世界

認真完成任務

加油！努力！

嘗試創作自己的作品

三年級同學用心打字 同學們全神貫注

四年級得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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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歲柏松葉成蔭滿園桃李果滿盈
傑出小學生選舉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嘉許計劃2019-2020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舉辦）

嘉許狀	 6A王顥曈

元朗區文藝之星—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嘉許狀	 6D鄧幸瑩

南元朗官立小學—傑出表現獎項

傑出運動員	 6A聶永灝	 6B李姸葦
音樂傑出表現獎	 6A劉子悠	 6B李姸葦
視藝傑出表現獎	 6B王御心	 6D劉倇攸

王威信體學兼優獎

6A聶永灝	 6B李姸葦

2019第五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優異嘉許獎	 4D姚旨翹	 5C王子喬	 6C梁梓盈

黃鄧鳳賢獎—創科「STEM」傑出獎

5A黎明心	 5B林雪晴	 5B陳渝昇	 6A王顥曈	

6A梁誌浩	 6B吳宥燊

中文科

第七十一屆校際朗誦節  粵語獨誦

亞軍 4A鄧穎琪

季軍 4A趙梓柔

優良 1E朱正楠	 2A譚皓文	 2B郭芷睿	 2C周康瑤	

2D文紫馨	2D林雅悠	 2D黃紫萱	 2E黃鍵怡		

3A劉紫盈	3A鄧琸宜	 3A鄧海喬	 3B張沂靖	
3B溫菁琳	3D蘇詠銚	 3E吳礎彤	 4A陳焯慧	

4A王顥凝	5B張卓瑤	 6B李子謙	 6B歐陽逸芝

良好 1B李天行	5B陳飛悅	 5B黃心苗	 5C馬鎮楠	

6E陳晉陞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2019)（經文獨誦）

優良	 2D文紫馨

元朗區公民教育徵文比賽

高小組	 冠軍 6A劉子悠

高小組	 優異 4A孫卓楠	 4B王躍熺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 中級組 高級組

冠軍	 2A林憫祈 冠軍	 4B王躍熺 冠軍	 5A楊汶羲

亞軍	 2B曾梓晴 亞軍	 3A曾樂珊 亞軍	 5B謝洭泓

季軍	 2C林高進 季軍	 3B李卓嵐 季軍	 6B詹詩穎

中文科

「菁英盃」現場作文初賽

一等獎

4A劉展蕎	4A王悅萱	 4A俞樂嶢	 5A周灝茗	

5B麥貝兒	5B申詠瑤	 6A劉子悠	 6B麥詠嘉

二等獎

4A張煒悠	4A趙梓柔	 4A冼詩雅	 4A鄧穎琪	

4A黃熾楊	4A黃裕晴	 4B陳彥津	 4B劉桓與	

4B湯敏祈	4B王躍熺	 5B陳飛悅	 5B馮茵婷	
5B歐樂妍	5B鄭楗庭	 6A陳澄諭	 6B何佳宜	

6B吳倩盈	6B蘇鎧淇	 6B黃穎莉	 6B詹詩穎

三等獎

3A劉心弦	3A劉奕彤	 4A陳焯慧	 4A王顥凝	

4A嚴詠淇	5A郭紓甄	 5A劉晞桐	 5A梁展誥	

5A羅子程	5A鄧曉恩	 5A楊汶羲	 5B陳希翹	

5B陳渝昇	5B張卓瑤	 5B高	 婧	 5B郭玟希	

5B林雪晴	5B梁洛珈	 5B謝洭泓	 5B鄭楗家	

6A陳心如	6A張正琳	 6A張天鍩	 6A洪凱晴	
6B韋銘恩	6B歐陽逸芝

「菁英盃」現場作文決賽

一等獎

5A楊汶羲	6B韋銘恩	 6B黃穎莉

二等獎

4A陳焯慧	4A趙梓柔	 4A劉展蕎	 4A鄧穎琪	

4B王躍熺	 5A郭紓甄	 5B陳渝昇	 5B謝洭泓	
6A陳澄諭	6A張正琳	 6A洪凱晴	 6A劉子悠	

6B吳倩盈	6B歐陽逸芝

三等獎

3A劉心弦	3A劉奕彤	 4A冼詩雅	 4A黃熾楊	

4A王顥凝	4A黃裕晴	 4A王悅萱	 4A嚴詠淇	

4A俞樂嶢	4B陳彥津	 4B劉桓與	 4B湯敏祈	

5A周灝茗	5A劉晞桐	 5A梁展誥	 5A羅子程	

5A鄧曉恩	5B陳希翹	 5B陳飛悅	 5B馮茵婷	

5B高	 婧	 5B郭玟希	 5B林雪晴	 5B梁洛珈	

5B麥貝兒	5B申詠瑤	 6A陳心如

2019-2020年全國青少年「菁英盃」
語文知識大賽初賽

團體亞軍	 南元朗官立小學五至六年級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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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4rd Hong Kong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2019-2020

Merit	(Intermediate	Sector) 4B伍芯言

Merit	(Senior	Sector) 6A黃詠桐	 6A黃宛心

英文科

The 71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Solo Verse Speaking

First Place 5A鄧曉恩	 5B高	 婧

Second Place 1E任曉晴

Third Place 2A區可頤	 6A洪凱晴

Merit 1A鄧日熙	 1B蔡紫雅	 1B賴浠睿	 1B劉祈妡	 1E許	 喆	 1E梁希而	

1E駱迎芝	 2A李喆永	 2A甄樂雯	 2B郭芷睿	 2B容梓琦	 2C周康瑤	

2C鄧靖希	 2D林柏熙	 2E陳睿思	 2F陳兆暘	 2F陳閱潼	 2F趙梓晴	

2F李梓瑛	 3A李嘉熹	 3A駱曉楠	 3A鄧海喬	 3B溫菁琳	 3E陳樂芝	

3E鄭筠霈	 4A冼詩雅	 4B鄧康浵	 4B陳閱霖	 4B張啟進	 4B朱正彥	

4B呂朗澄	 4B伍芯言	 4B王躍熺	 4D王善瑩	 4E黃潁橋	 5A龔珈瑩	
5A劉倬霖	 5B陳希翹	 5B陳飛悅	 5B林雪晴	 5B黃心苗	 5D郭玟儀	

5D潘心悠	 5D丘旻巧	 5E黃樂晴	 6A張天鍩	 6A李佩凌	 6A邵浩楊	
6B麥詠嘉	 6B蘇曉楠	 6B王御心	 6B黃穎莉	 6B歐陽逸芝	

6E梁睿軒

The 24th Hong Kong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2019-2020 (Internal)

Junior	Sector

Champion 2E雷羽瀅

First	runner-up 1D蔡昇言

Second	runner-up 2C楊雅婷

Intermediate	Sector

Champion 4A鄧穎琪

First	runner-up 3B何欣橋

Second	runner-up 4B伍芯言

Senior	Sector

Champion 6A黃詠桐

First	runner-up 6A黃宛心

Second	runner-up 6B黃穎莉

常識科

元朗區科學與科技培訓課程暨海、陸、空探索
比賽2020

三等獎

5A賴家賢	 5A曾朗一	 5B鄒濬謙	 5B周	 朗	

5B郭玟希	 5B梁洛珈	 5B蕭向庭	 5B黃心苗	

5C陳靖耀	 5C卓芷悠	 5D張晉軒	 5D江栢熙	

5D郭玟儀	 5D鄧恩橋	 5E張熙諾	 5E林軒丞	

5E伍卓藍	 5E布凱晴

首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

銀獎 銅獎

5B林雪晴 5A劉倬霖	 5B陳希翹	 5B馮茵婷

圖書科

新雅《鬥嘴一班》創意故事續寫比賽2019

高級組優異獎 6B歐陽逸芝

普通話科

第七十一屆校際朗誦節 普通話獨誦

冠軍 6A劉亦辰

優良 1E鄧蕙筠	 2B彭詩喬	 2C林高進	

2D鍾尚言	 2D文紫馨	 3B李美熹	

3B湯睿祈	 3C黃卓蕎	 4A陳立甡	

4B湯敏祈	 5B郭玟希	 5B湯琛耀	

5E王致遠	 6B歐陽逸芝

良好 3A劉奕彤	 3B黃雅忱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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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

一等獎

2B廖子皓	4A李俊熹	 4B張啟進	 5A羅子程

二等獎

2C林高進	2C王忻茹	 3A劉奕彤	 3A蔡旨晴	

3A劉峻熙	4A張煒悠	 4A趙梓柔	 4A孫卓楠	

5A龔珈瑩	5A賴卓楠	 5B陳渝昇	 5B溫卓瀅	

5B鄭楗家	5B鄭楗庭	 6A張天鍩	 6A劉子悠	
6A梁誌浩	6A劉奕辰	 6B李姸葦	 6B吳宥燊
三等獎

2A黃梓茜	 2B焦樂然	 2E區棹嵐	 2E張曉埼	
2E溫健楓	 3A甄柏琳	 3A梁希瞳	 3B何欣橋	
3B李卓嵐	3B吳昊燊	 3B黃靖軒	 5A趙晞瑤	

5A郭紓甄	5B區迦游	 5B張卓瑤	 5B申詠瑤	

6A賴紫蕎	6A楊芷晴	 6B歐陽逸芝

數學科

第五屆小學數學精英大賽2019/20

三等獎

6A劉子悠	6B伍詠怡

視藝科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口號創作及填色比賽

優異獎

2B陳仟悠	2B彭詩喬	 2D黎子瑤	 3B沈衍仁	

4B張啟進	4B王躍熺	 5A彭冠臻	 5A鄧曉恩	
6A劉仲祐	6A黃詠桐	 6C方蔚澄	 6C文玥貽	

6D劉倇攸	6E陳立燊

傑出表現獎

6A劉子悠	6E王焯衡

【元朗的時光】壁畫設計比賽
「我們的時光」（Memories Hong Kong）

亞軍 6E王焯衡

季軍 6B王御心

第三十一屆和平海報設計比賽
優異獎 6B王御心	6B黃穎莉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主辦  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大賽2019

良好表現獎 6D劉倇攸

嘉許狀 5A黎明心	 5B陳飛悅	 5B林雪晴	 5B溫芷悠	 5D羅芯圯	 6A張沛晴	 6A郭倩鳴	

6A劉子悠	 6A冼煥鏵	 6A王顥曈	 6A黃詠桐	 6B何承霑	 6B麥詠嘉	 6B伍詠怡	

6B曾文樂	 6B王御心	 6E王焯衡

鼠年賀新禧親子揮春設計比賽
兒童組優異 5B陳飛悅

第十屆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小學組高級組（入圍獎） 6E王焯衡

音樂科

香港校際合唱比賽  金獎

3A劉心弦	 3A李翹伊	 3A李嘉熹	 3A梁頌晴	 3A劉奕彤	 3A麥焯堯	 3A鄧琸宜	 3A鄧晴茵	
3A曾文紀	 3A黃芷祺	 3B張釋尹	 3B何欣橋	 3B黃雅忱	 3B李正泓	 3B李美熹	 3B梁家迅	

3B李卓嵐	 3B陸梓言	 3B黃詩雨	 3C陳柏麗	 3C鍾悅澄	 3C李媛心	 3C劉芯兒	 3C黃卓蕎	

3D陳詩澄	 3D張瀾馨	 3D盧穎芯	 3E鄭筠霈	 3E蘇展岳	 4A陳晞桐	 4A周烙賢	 4A池珈瑩	

4A韓榮駿	 4A劉展蕎	 4A羅世禮	 4A梁煒晴	 4A吳慧俊	 4A孫卓楠	 4A鄧穎琪	 4A俞樂嶢	

4B陳彥津	 4B周永健	 4B張啟進	 4B朱正彥	 4B劉心怡	 4B李子誠	 4B伍芯言	 4B黃樂彤	

4C李芷瑤	 4D孫海綝	 4D楊雯淇	 4E陳溢朗	 4E張希妍	 4E彭穎彤	 4E鄧熙蕾	 4E黃潁橋

香港校際合唱比賽  銀獎

5A蔡倩昕	 5A關天珵	 5A黎明心	 5A劉晞琳	 5B區迦游	 5B陳希翹	 5B陳樂晞	 5B張泳珊	

5B郭玟希	 5B黎明亮	 5B羅諾謙	 5B梁洛珈	 5B麥貝兒	 5B歐樂妍	 5B溫卓瀅	 5B黃心苗	

5C陳錦堂	 5C尹樂心	 5D郭玟儀	 5D羅芯圯	 5D鄧恩橋	 5D王映堯	 5E陳珞明	 5E王善譽	

6A陳澄諭	 6A陳曉諾	 6A陳芷妍	 6A張正琳	 6A張文傑	 6A賴紫蕎	 6A劉子悠	 6A李佩凌	

6A邵浩楊	 6A黃詠桐	 6A楊芷晴	 6B歐陽逸芝	 6B李姸葦	 6B廖芷琦	 6B麥子璇	
6B麥詠嘉	 6B蘇鎧淇	 6B曾文樂	 6B王御心	 6B黃穎莉	 6C方蔚澄	 6D關皓雅	 6E李穎昕	

6E盧穎蕎	 6E鄧穎詩	 6E黃慧茵	 6E葉佩嘉

優異獎 6A洪凱晴	6A賴紫蕎	 6A劉子悠	 6A王顥曈	 6E劉寶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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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5A葉韋嬈

2019-2020元朗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組單打殿軍 6C鄧柏灝

女皇杯—香港國際藝術體操及美學體操邀請賽

8-10歲組別	 冠軍 10-12歲組別	 亞軍

2A聶迪亞	 2A林憫祈	 2B鄧立怡	 3A劉紫盈	

3E吳楚彤	 4A王顥凝	 4B李穎醍	 5B溫芷悠		

5B陳飛悅	 5D郭玟儀

5D羅芯圯	 5E黃樂晴	 6B駱曉瑩	 6B伍詠怡	

6B張書華	 6B曾文樂	 6C郭曼喬	 6C劉嘉霖	

6C文玥貽	 6D劉倇攸

聖公會靈愛小學友校接力賽 聖公會靈愛小學友校接力賽
女子組季軍 男子組殿軍
5B王朗宜	 6B歐陽逸芝	

6B李姸葦	 6C方蔚澄	 6D劉宛悠
4A曾柏橋	 4E鄧子熙	 6A林言烙	 6A劉仲祐	

6D鄧栢浩

STEM

「iSTEM科創‧建構未來」培育計劃—全港iSTEM	Starter比賽

殿軍 3A劉奕彤	 5B王焯滔	 6A鄭智仁

圍棋

第十四屆聯校圍棋賽

團體成績（新界）亞軍 1B郭正為	 2E歐思博	 3B梁可晴	 3E林顥倫	 4B張啟進	

4D姚旨翹	 5A梁展誥	 5B鄒濬謙	 5B湯琛耀	 6A林正盛	

6B曾鈞晧

公開組（新界）季軍 6B曾鈞晧

公開組（新界）第8名 5A梁展誥

初級組（秋菊）殿軍 4D姚旨翹

初級組（秋菊）第5名 4B張啟進

初級組（彩苗）亞軍 3B梁可晴

初級組（彩苗）季軍 2E歐思博

初級組（彩苗）第5名 1B郭正為

第十七屆香港兒童棋院盃圍棋公開賽

兒童甲組（王座）第12名 6E羅梓桐

兒童甲組（名人）殿軍 6B曾鈞晧

兒童甲組（名人）第12名 5A梁展誥

跆拳道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2019

男子色帶B組輕重量級冠軍 6E羅峻熙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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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區303號 兒童及青少年公開折子戲大賽

兒童組冠軍 6D鄧幸瑩

中國舞

第56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3A劉心弦	 3A劉紫盈	 3E陳樂芝	 4A王顥凝	 4C冼睿萱	

5A趙晞瑤	 5A簡心悅	 5A文曉筠	 5D郭玟儀	 5D丘旻巧	

5E鍾慧艷	 6A陳澄諭	 6A劉子悠	 6A冼煥鏵	 6A王顥曈	

6B詹詩穎	 6C陳姸之	 6D關皓雅	 6D鄧幸瑩	 6E劉寶桐

書畫班

2019華夏兒藝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書畫班全體參加同學集體	 一等獎

特等獎 5C張靖瞳	 6A冼煥鏵

一等獎 3A劉峻熙	 3A曾樂珊	 4B陳彥津	 4B王躍熺	 4E張祉悠	 4E彭穎彤	 4E杜鎧研	
5A歐凱雯	 5A賴卓楠	 5A林雋彥	 5C梁韻熙	 5D李沛軒	 5D潘心悠	 5E張熙諾	

6A陳曉諾	 6A王顥曈	 6B傅映晴	 6B蘇鎧淇	 6D劉倇攸

二等獎 2A林憫祈	 2B許樂恆	 2E郭凱瑤	 3A彭浠桐	 3A鄧晴茵	 3C陳柏麗	 3D潘心瑜	

4C鄭灝瑤	 4D李芯悠	 5B張珈童	 5D黎信怡	 5E盧詠璿	 6A黃舒苗	 6E李沛穎

三等獎 2A黎日堯	 2C周康瑤	 2F李芮沂	 3D江子琪	 4E黃潁橋	 6A陳芷妍	 6B駱曉莹

公民教育

第十三屆品德教育漫畫創作比賽

優異獎 6A洪凱晴	 6B王御心

元朗警區  「正義之光」警學計劃四格漫畫比賽

四格漫畫優異獎 6B王御心

主場國情智問智答比賽（第一期）全對獎

2D鄧婥霖	 2F周子宇	 3A張澔霆	 3A顏天浩	 3B劉峻熙	 4B周永健	 6A李卓鈞	 6A邵浩楊

畢得鳥家庭—童心同步  全港小學生看圖作文比賽

初小組（優異獎） 4A鄧穎琪

網上最具人氣獎

《基本法》及「一國兩制」漫畫設計比賽2019

小學組優異獎 2E源芷瑤

小學組入圍獎 6B王御心

女童軍

優秀女童軍選舉 6A陳澄諭

獎項未能全數刊登，只能輯錄部份，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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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一年級） 學生姓名（現讀班別）

全級學業獎第一名（榮基獎學金） 陳希晴(1E)

全級學業獎第二名（黃英就獎學金） 張志賢(1B)

全級學業獎第三名（元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任曉晴(1E)

進步獎（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名譽會長鄧鎔耀獎學金） 李紫蕎(1D)	 劉兆聰(1C)

全級學科獎中文科 （林家禮獎學金） 陳希晴(1E)

全級學科獎英文科 （林家禮獎學金） 陳希晴(1E)

全級學科獎數學科 （林家禮獎學金） 冼誠博(1E)

全級學科獎數學科 / 張志賢(1B)

全級學科獎常識科 （林家禮獎學金） 蔡沛妍(1A)

全級學科獎普通話科 （林帝興獎學金） 韋漢熙(1B)

操行獎（南元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黃雅悠(1A)	 阮思詠(1B)	 江紫僑(1C)	 羅梓軒(1D)
朱正楠(1E)

獎項（二年級） 學生姓名（現讀班別）

全級學業獎第一名（鄧乾新獎學金） 廖子皓(2B)

全級學業獎第二名（黃英就獎學金） 李梓瑛(2F)

全級學業獎第三名（元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陳仟悠(2B)

全級學業獎第三名 林高進(2C)

進步獎（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名譽會長黃永興獎學金） 駱嘉琪(2A)	 曾俊淇(2C)

全級學科獎中文科 （林家禮獎學金） 廖子皓(2B)

全級學科獎英文科 （林家禮獎學金） 陳睿思(2E)

全級學科獎數學科 （林家禮獎學金） 廖子皓(2B)

全級學科獎數學科 / 樂梓維(2A)	 吳柏希(2B)	 林高進(2C)	 陳鍶穎(2E)

全級學科獎常識科 （林家禮獎學金） 溫健楓(2E)

全級學科獎普通話科 （林帝興獎學金） 陳柏霖(2D)

全級學科獎普通話科 / 關穎信(2C)

全級學科獎普通話科 / 文紫馨(2D)

全級學科獎普通話科 / 鄧上目(2D)

全級學科獎普通話科 / 蕭倚蘭(2E)

操行獎（南元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丘子瑩(2A)	 陳仟悠(2B)	 戴悅澄(2C)	 劉瀚升(2D)	
源芷瑤(2E)	 趙梓晴(2F)

獎項（三年級） 學生姓名（現讀班別）

全級學業獎第一名（魯義和獎學金） 劉峻熙(3A)

全級學業獎第二名（南元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李卓嵐(3B)

全級學業獎第三名（元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盧卓宏(3A)

進步獎（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名譽會長邱志堅獎學金） 王慧仙(3C)	 梁景閏(3C)

全級學科獎中文科 （林家禮獎學金） 黃書藴(3B)

全級學科獎英文科 （林家禮獎學金） 盧卓宏(3A)

全級學科獎數學科 （林家禮獎學金） 劉峻熙(3A)

全級學科獎常識科 （林家禮獎學金） *陳永皓(3B)

全級學科獎常識科 / 李卓嵐(3B)

全級學科獎普通話科 （林帝興獎學金） 吳昊燊(3B)

操行獎（南元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盧卓宏(3A)	 唐巧兒(3B)	 王嬿冰(3C)	 黃煒姍(3D)	
陳樂芝(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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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六年級） 學生姓名（現讀班別）

呈分試第一名（梅真理獎學金） 伍詠怡(6B)

呈分試第二名（胡禧堂獎學金） 王御心(6B)

呈分試第三名（林家禮獎學金） 劉子悠(6A)

全級學業獎第一名	（李榮基獎學金）	 王顥曈(6A)

全級學業獎第二名	（黃英就獎學金）	 王御心(6B)

全級學業獎第三名（元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劉子悠(6A)

進步獎（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名譽會長文富穩獎學金） 黃澄風(6C)  王焯衡(6E)

全級學科獎中文科（林家禮獎學金） 王顥曈(6A)

全級學科獎英文科（林家禮獎學金） 王御心(6B)

全級學科獎數學科（林家禮獎學金） 韋銘恩(6A)

全級學科獎常識科（林家禮獎學金） 伍詠怡(6B)

全級學科獎普通話科	（林帝興獎學金） 蘇鎧淇(6B)

視藝傑出表現獎（戴權獎學金） 王御心(6B)  劉倇攸(6D)

音樂傑出表現獎（戴權獎學金） 李妍葦(6B)  劉子悠(6A)

傑出男運動員（戴權獎學金） 聶永灝(6A)

傑出女運動員（戴權獎學金）	 李妍葦(6B)

王威信體學兼優獎 聶永灝(6A)  李妍葦(6B)

創科「STEM」傑出獎（黃鄧鳳賢獎學金） 王顥曈(6A)  梁誌浩(6A)  吳宥燊(6B)

操行獎（南元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黃詠桐(6A)	 王御心(6B)	 陳姸之(6C)	 郭志熙(6D)	
黃婧蕎(6E)

獎項（四年級） 學生姓名（現讀班別）

全級學業獎第一名（魯義和獎學金） 林顥庭(4A)

全級學業獎第二名（南元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曾柏橋(4A)

全級學業獎第三名（元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黃柏希(4A)

進步獎（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名譽會長馮育祥獎學金） 禇亦樂(4A)	 鄧立人(4D)

全級學科獎中文科 （林家禮獎學金） 陳樂熹(4B)

全級學科獎英文科 （林家禮獎學金） 劉展蕎(4A)

全級學科獎數學科 （林家禮獎學金） 林顥庭(4A)

全級學科獎常識科 （林家禮獎學金） *曾柏橋(4A)

全級學科獎常識科 / 張啟進(4B)

全級學科獎普通話科 林帝興獎學金 陳立甡(4A)

王威信體學兼優獎 曾柏橋(4A)	 王躍熺(4B)

操行獎（南元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劉展蕎(4A)	 王躍熺(4B)	 李芷瑤(4C)	 鄧立人(4D)

獎項（五年級） 學生姓名（現讀班別）

全級學業獎第一名（王裕民獎學金） 梁展誥(5A)

全級學業獎第二名（黃英就獎學金） 劉倬霖(5A)

全級學業獎第三名（元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何秀慧(5A)

進步獎（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名譽會長單洋柏獎學金） 張熙諾(5E)	 楊雅文(5C)

全級學科獎中文科 （林家禮獎學金） 劉倬霖(5A)

全級學科獎英文科 （林家禮獎學金） 冼慕言(5B)

全級學科獎數學科 （林家禮獎學金） 龔嘉瑩(5A)

全級學科獎常識科 （林家禮獎學金） *樊浚錡(5B)

全級學科獎常識科 / 羅子程(5A)	 歐凱雯(5A)	 黎耀文(5B)	 陳飛悅(5B)	
羅諾謙(5B)	 田子朗(5C)

全級學科獎普通話科 （林帝興獎學金） 黃心苗(5B)

王威信體學兼優獎 黃焯謙(5A)	 葉韋嬈(5A)

創科「STEM」傑出獎（黃鄧賢鳳獎學金） 黎明心(5A)	 陳渝昇(5B)	 林雪晴(5B)

操行獎（南元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何秀慧(5A)	 黎明亮(5B)	 尹樂心(5C)	 王日彤(5D)	
鄧詠蘄(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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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元朗欖口村路21號
電話：24781230
傳真：24780323

網址：http://www.sylgps.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