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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本學年，南元朗官立小學已踏入學校發展計劃第六周期（2018/19至2020/21），學校發展的關

注事項是（一）建立資科校本教學文化與正向價值觀培育及（二）深化自主學習學與教效能。本校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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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校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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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規劃與修訂、探究與解難、創造與回饋）。

本校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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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發展周期，各科均選定範疇，貫連橫向及縱向規劃，並持續優化及修訂校本教

材，令各級的學習內容更均衡、更有系統，讓學生循序漸進地掌握各學習重點。

本校的中文科以單元教學，將閱讀及寫作結合教學中，讓學生閱讀不同的文體，並配合多元化的

寫作教學活動，訓練學生不同層次的語文能力及思維能力。老師設計全方位單元工作冊以強化學生閱

理寫作的能力。

為了提升學生運用英語的機會，學校在初小推行由教育局外籍英語老師組統籌的閱讀∕寫作計劃

PLP-RW(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Reading and Writing)；目的是營造一個全英語的環境，提升學

生學習英語的興趣，並且將閱讀延伸至寫作活動，豐富學生寫作的內容及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高小

會以Task-based learning為教學的重心，學生在每個單元也會學習與主題有關的生字及句子，其後再完

成寫作，讓學生更有系統學習該單元。

數學科方面，本校著重有系統建構學生的數學基礎知識，並從學生的難點切入，讓學生學習數學

重點；初小的學生以圖像思考，高小學生以應用題增強學生的解難能力及幫助學生建立探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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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並重點培訓各級學生的不同專題研習能力，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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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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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

興趣。

此外，本校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進行全方位

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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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親身探

究與實踐，擴闊視野，增強公民意識及自信心，

放眼世界。

劉婉珊校長
二零一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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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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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TEM教師工作坊

2. Drama in Education Workshop

3. 基礎思維教學及教案設計工作坊1天

4. 支援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正向」教育教師講座

5. 認識及支援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及自閉症學生教師講座

6. Geogebra, Nearpod & Socative自主學習設計工作坊

7. 如何於常識科引入STEM & Coding 進行學與教活動工作坊

8. Textbook based e-learning training workshop

9. 《中文科電子學習的理念與實踐–校本示例分享》講座

官立小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元朗區教師專業發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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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與「熱忱」
是維繫教育工作與教學品質的雙

翼，本校老師繼續秉承優良傳統，

追求卓越，發揮專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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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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效多年前便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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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進行了五天半

的工作坊和五天的觀課及評課，務求

全體教師掌握最新的教學策略。

家長分組進行觀察及注意力訓練

老師體驗互動課堂設計

專家分析不同的課堂設計要點

家長投入參與互動環節 老師們進行教學研討會

除了教學策略，更加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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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

時，我們亦提供BBL家長工作坊，令家長也

能夠掌握有關的培育技巧，令學生無論在家

庭或是在學校都能貫徹同一套學習策略，大

大提升家校合作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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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

教。」《中庸》的主旨在於修養人性。「南元小」校

訓：「樂學展潛能，律己務善群。」也是由心出發，學

生先做好本份，然後回饋社會。教育的真諦是育人，是全人

教育。全人教育一詞，意指整全和完全，強調教育的重點在

人，而非在識。學生除了吸收課本知識外，更應要擁有健全

的人格，以達致德智體群美五育的均衡發展。

我們重視全人教育，我們會因應學生的獨特個性，

發掘和展現其天賦潛能；我們更會透過建立校本教

學文化與正向價值觀，培育學生成為「新世

代好南兒」。

 

全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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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全球的教育發展趨勢，裝備學生應對社會及全球因急速的經濟、科學及科技發展所帶

來的轉變和挑戰，香港政府在全港中小學開始大力推動STEM教育，STEM是代表科學(Science)、

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以跨科的學習模式，發揮學生此四科

知識的綜合思考、理解運用與造福社會的創造力，從而培育具備不同能力的多元人才，以滿足現

今世界在經濟、科學及科技發展上的需要，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 

本校以推廣STEM教育的主導原則，最重要的是要配合學生的需要及興趣，為學生提供與

STEM相關的學習機會，是學生學習經歷中的重要一環，因此為配合推廣STEM教育，本校除了透

過正規課程為學生建構知識外，同時亦為學生安排了一連串多元化的非正規課程和學習活動，目

的是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此跨科學習的模式，以誘發學生的興趣及發揮其潛能！

除了正規課程的學習外，18-19年度本校曾推行的STEM學習活動詳列如下：

日期 年級 活動項目

08/2018-09/2018 P.5、P.6 由團結香港基金主辦的《創科博覽2018》太空種子種植計劃

26/09/2018
P.5、P.6 

40位學生
參觀創科博覽2018

10/2018-05/2019

周五課外活動固定組別
P.3-P.6

固定組別：小小科學家、綠色科學園、魔法科學戰隊、神奇3D立體筆

及手工藝創作 流動組別：STEM工程師

15/10至20/05

（逢星期一）

P.4 

15位學生

STEM LEGO MINDSTORMS Education EV3機械人 

電腦編程課程（基礎班）

16/10至21/05

（逢星期二）

P.5/P.6

18位學生

STEM LEGO MINDSTORMS Education EV3機械人 

電腦編程課程（基礎及進階混合課程）

23/11/2018 P.1-P.4/P.6

校本STEM學習活動日（常識及數學科活動）

課室活動及禮堂分組學習活動： 

內容包括：STEM短片賞析、數學科STEM學習活動及

三、四、六年級在禮堂進行分組學習活動 

22/01/2019 P.3 常識及數學科：STEM 活動日：迷李吸塵機

23/01/2019 P.6 常識及數學科：STEM 活動日：迷李太陽能車

24/01/2019 P.2、P.3 力瀚科普交流活動

19/02/2019 P.4 常識及數學科：STEM 活動日：無敵吸管吊橋

20/02/2019 P.5 常識及數學科：STEM 活動日：旋轉單槓機械人

16/05/2019 
P.5、P.6

4位學生
常識百搭比賽2019

下學期第20週及

06月25日
P.4

STEM跨科課程學習日： 

包括：常識科、數學科及電腦科三科。

主題為「『沉』船任務之愈沉愈『光』」。

08/07/2019
P.5、6

共三組學生
LEGO WRO EV3 Space Challenge 比賽

STEM 學習多面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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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課外活動

神奇3D立體筆及手工藝創作

STEM

跨科課程學習日 

編程課程（每逢周一、周二）

LEGO EV3機械人電腦

六年級強勁氣動海棉火箭炮

三年級
積奇小型投影器

四年級 天鷹手擲滑翔飛機

原來科學就在我們

生活的每一個細節裏

二氧化碳—乾冰世界，同學們見到都開心雀躍不已！

同學們既專心又認真地利用環保物料製作
紙船—預備進行「沉」船任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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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船任務終於成功，micro:bit 感應
板的感光燈全亮著，我們成功了！

同學們非常認真，神色凝重，期待測試結果。

STEM拔尖課程

11月23日STEM活動日

校本STEM學習活動日

力瀚科普交流活動

充分體現「科學好好玩、好好玩科學」的教學理念，讓同學跳出書本的框框，擴闊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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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一直以來都重視學生的品德及價值教育，透

過全方位價值教育的課程與教育活動設計，培育學生

道德觀及責任觀，並透過德育及公民教育聯課、國情

知識教育聯課、升旗禮、晨光廣播、晨光閱讀、禁毒

教育、生命教育、性教育以及學校校園環保教育等，建立全方位價值教育，加強學生的道德觀

及責任觀，同時豐富學生的國情知識。

此外，學校為了豐富學生的多元化學習經歷，特別為五年級同學安排「同根同心境外學習

專題研習」，透過跨科專題研習，實地考察。我校同學亦獲教育局邀請參加「基本法全港校際

問答比賽學習團」到北京進行參訪活動，加深學生瞭解國家與香港的關係及國家當代建設，同

時，促進科本課程銜接與跨科課程聯繫。

本校升旗隊員都整裝待發
，升旗儀式開始！

同學們在「有問有答基本法」
比賽中獲得佳，1F樂梓維更
獲得全港親子組冠軍！

同學對「哈樂車」上的活動感到新鮮及有趣

同根同心

學生到台上參加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舉辦的「學
校互動教育巡迴劇場」活動

當悠揚的樂曲響起,就是晨光廣播時間,我們都準備好了！
同學們透過參觀

屯門WEEE • PARK， 認識廢舊

電器及電子產品
的處理及相關的

回收設施。

這便是我們上禁毒課程的「哈樂車」

德育及公民教育

升旗典禮

晨光廣播 環保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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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運動巡禮學生
作品文摘

本校透過價值教育，讓學生建立起健康正確的價值觀，並培

養學生正面積極的態度，掌握明辨是非的思維技巧。這樣學生就

能在資訊爆炸的年代能夠具備多角度思考的能力，站在穩固的價

值基礎上面對社會上舜息萬變的情況。

根據新修訂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學生須發展七個首要

價值觀：「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

同」、「承擔精神」、「關愛」及「誠信」。本校營造適合的環

境氛圍，透過統籌整合下列活動，建立學生的正面價值觀。

五四新文化運動
作家作品

導讀小冊子

內地校長觀看本校
「德育聯課」的推行情況。

晨光廣播的

「優良聆聽四步
曲」

本校學生向內地
學校交流團分享

本校的

價值教育。

本校獲邀於官小聯校教師
發展日分享「校本價值教育」

校內的「南兒修為」壁畫。班口號演示比賽，團結每班的同學，建立共同核心價值

價值教育在南元小

˙晨光閱讀

˙晨光廣播

˙旗下講話

˙校史教育

˙國情及德育短片
˙成長課《成長列車》
˙五四新文化運動巡禮
˙國慶雙週

˙《鶴髮話當年》共讀活動
˙敬德樂學好南兒計劃
˙自我挑戰獎勵計劃
˙班口號演示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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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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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師日 家長代家與老師合照

南元小大家庭 歡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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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小的貴賓 姊弟組合齊共膳 暢所欲言吐心事

歡聚時光 餐前留倩影 餐後美麗回憶

蕭Sir與你午膳熱話~ Siu Sir's V I P

為我們服務的禮貌愛心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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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之旅~服務區內幼稚園

成長課講座助成長

高小組員大合照

成長的天空活動：抗逆助成長

主持幼稚
園活動 親子訓練營 齊心闖難關

與公公婆婆一
起玩遊戲

探訪長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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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支援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朋輩支援計劃

學校因應學生的個別差異和特殊教育需

要，以「全校參與」模式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

需要，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並促進全校師

生互相尊重個別差異，共同締造共融的校園。

學校「學生支援小組」有效調配人力及資源，

透過三層支援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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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透過不同的渠道，與家

長一起商議有關支援學生的策略，建立良好的

溝通機制，有助學生的學業成績和品德發展。

學校運用加強言語治療津貼，外聘校本

言語治療服務，校內有語障的學生提供支援服

務，改善和提升他們在溝通、學習和社交的能

力。言語治療師於本學年在預防、治療和提升

三個範疇，分別為學生、教師、家長和學校提

供支援。駐校言語治療師除了提供治療服務，

還會透過家長講座和邀請家長參與治療課堂，

讓家長了解語障學生所需的支援，在家中如何

配合學校，有助改善他們的言語能力。駐校言

語治療師訓練高年級學生為「小導師」，為語

障學生進行「看圖說故事」活動，讓有需要的

學生多些練習的機會，而「小導師」的語言知

識亦有所提升。

教育局委派教育心理學家到學校為學校在

學校、教師、家長和學生支援層面，提供補救

性、預防性和發展性的支援服務。駐校教育心

理學家到校除了為學生進行讀寫障礙評估，亦

為家長舉行講座，讓家長了解學生所需的學習

技巧，作出相應配合，有效地支援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

因應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本學年老師

設計三組朋輩支援活動，加強對小一學生校

內支援，並發揮校園的關愛和互助文化。

1. 識字工程師：五年級小導師（共20人）

2. 支援小特工：四年級小導師（共34人）

3. 精靈小天地：六年級小導師（共4人）

「小導師」帶領學弟妹進行「識字工程師」計劃。

同學細心聆聽「小導師」的指導。

看看小小的「工程師」是多麼認真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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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本計劃的目的是要為有經濟困難的學生提供支援服務，協辦機構因應學生的需要，推行功課輔導

班、多元視藝創作班、英語話劇班及野外訓練日營，讓學生從多方面學習，建立自信和團隊合作精神。

今學年我的作品比去年更精巧，

你同意嗎？

同學們從活動中領悟到「齊心就事成」的道理。

多謝老師悉心教導同學創作精美的作品。

導師帶領同學們進行活動，每位組員都

專心聽講，積極參與。

接受野外訓練挑戰前，同

學們細心聆聽導師為他們

安排的活動。

看看我們又齊心完成

任務了！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區本計劃

這是同學們的作品，有、有、還有，

你會給他們多少個「   」？

每學年學校都運用學習支援津貼外購
不同類型的學習課程，照顧學生的不同學
習需要，本學年首次外聘導師舉辦「話劇
技能訓練小組」，透過學習話劇技能，發
掘學生的興趣及潛能，並藉著與其他人合
作排練和演出，增強學生自我認識、與人
正面開放溝通的能力和提升自信心以表達
意見及面對群眾。 「多謝家長來臨欣賞我們的話

劇表演！！」「多謝家長們的
支持！！」

「媽媽，我喜歡你煮
的靚湯！」

「我們演出成功！！」

家長與眾演員及導師大合照。

看看同學們精彩的話劇表演。

看看同學們精彩的話劇表演。

話劇技能訓練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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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學年，我們積極創造一個互相關懷、自愛自信和積極進

取的學習環境及氣氛，以推動學生身心健康及全面的發展為目標。

一副健康的體魄，能成就一個健康的人生。我們持續地舉辦多項

與健康飲食有關的活動，例如：健康小食獎勵計劃、健康飲食講座、水

果月攤位遊戲日等，一方面為學生帶來健康的資訊，一方面營造健康校園

的文化，讓同學從小建立正面的生活態度。

為了讓「南兒」好好利用課餘時間，豐富其學習經歷，我們不單在逢

星期五進行充實又富趣味性的課外活動，還在課後開展多采多姿的學藝

班，務求令學生從活動中發掘自己的潛能，從而建立自信。學校的圖書

館也舉辦了不少閱讀活動，讓學生體會閱讀的樂趣，並且在學習前

人的智慧中，建構正確的價值觀。

我們深信透過這些多元化的活動，同學能實踐所學，

成為一個擁有健康生活習慣和積極樂觀心態的好

「南兒」。

 

健康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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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月攤位遊戲日為培養學生有良好的飲食習慣，學校每年

都舉辦多個不同的活動，以營造健康校園文化。

例如全年進行的健康小食活動、晨光廣播、健康

飲食講座、水果月攤位遊戲日等。此外，本校積

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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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

度進行了午膳招標工作，獲得龐大家長義工團隊

的支持，令試食會順利進行，確保同學們在學校

也能進食健康的午膳。來年本校將繼續推行各種

教學及宣傳活動，使學生從小建立健康的飲食習

慣，從而建立積極自信的人生觀。      

至「營」校園齊參與

午膳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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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香溢校園，閱讀潤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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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 READER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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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群熱心的「童話之旅」家長義工更協助推廣閱讀風

氣，好讓學生在愉快的氣氛下養成良好的閱讀興趣，實有助同學養成終身學習的長遠目標。

誰想跟我們
一起玩遊戲

？ 小動物安全地藏起來了 發揮我的小宇宙
！ 平衡王花落誰家？

姨姨用心演繹小故事
大道理 我是小獅子，神似嗎？

誰是設計大王？

小動物找地方休息 屬於我們獨一無二的心血結晶 小設計師們正創造最有型格的T恤

鈴鈴鈴～又是廣播時間

請同學細心聆聽廣
播內容

書香溢滿課室
妥善運用蝴蝶圖

，條理分享我做
到！

 愛閱讀真是好孩子 這本圖書十分有趣！

「童話之旅」

晨光閱讀及書香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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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勝者大合照

我們齊來認識燦爛
的中國文明！

大家踴躍回答問題 歷史知識大解剖
誰是推介大王？

小小設計師的分享
設計花瓶真有趣 看誰的設計最有創意

這條問題真簡單 簡單設計真好看
 優秀作品齊欣賞 古人真聰明喔！

同學全神貫注地
聆聽講座

這本書真好看！ 用心分享閱讀經驗

快來借閱不同的圖書吧！

閱讀令人快樂和滿足 恭喜你成為閱讀之
星

齊來散播書香種子！
我們得獎了！一起繼續努力吧

！ 希望下次你能成為其中一員！

閱讀日

我和劉校長有個約會

VIP READER計劃

我們做得到！你也可以！

 17 健康校園



本校一向重視環保育人價值觀。除校舍取以環保設計，善取大自然

的光源和自然和風外，我們更有各項環保設施，由廚餘處理、蝴蝶園與

蝴蝶飼育活動、到農作物種植活動，讓同學能有機會在學校實踐低碳校

園生活，體驗人類與大自然互動的緊密關係。

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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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綠色學校」金獎（金獎認證有效期三年），受到社會人

士及專業團體對本校推動環保教育工作成果的認同。今後將再接再厲，

持續優化校園環保政策，為地球環境繼續出力。

iStage環保話劇 你看！這根粟米
可以收割了

！ 元朗區植樹活動

同學到WEEK．PARK參觀

同學成功種出粟米，
擺出勝利手勢！

把工業廢物
回收有很多

工序呢！

綠色科學園的同學和他們種植的農作物收成。

要種瓜得瓜，也要付出

一番勞力呀！

親手從幼蟲開始飼養蝴蝶羽化成為成蟲，
引來同學羡慕的目光！

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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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提供了各種多元化及有益身心的學習活動，希望學生能培養個人興趣，還能發揮個人潛能，

達致均衡的發展，如：週五課外活動、學校旅行、戶外教育營及教育性參觀等，在課後亦提供不同類別

的學藝班，有動有靜，目的是幫助同學發掘自己的興趣，盡展所長，讓他們享受箇中的樂趣！校方亦會

為學生安排參加各類比賽及表演，藉此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從中建立自信，學習與人相處的態度、培

養自律和合作的精神，邁向全人發展。

發揮才能、建立自信

2018-2019 戶外教育營

2018-2019 學藝班

互相信任，互相扶持！ 協力同心，跨過難關！ 解決疑難，笑容燦爛！
鋪床摺被，自律自理

西樂組

長笛班 單簧管班

西樂班演出

小提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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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舞班

書畫班個人作品

書畫班合作畫
成果展—書畫班作品 

跆拳道

中國舞高級組 中國舞初級組

圍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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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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難能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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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閱理寫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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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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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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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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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可以把段落重整
呢？噢！我想到了。

字形結構懂分辨，寫字
一定無難度。

找到了！詞性配對好容易。

看看圖畫，想一想就知
道這個字的意思了。

筆畫名稱弄清楚，「永」字
八法你要識。

大家齊心合
力把任務完

成。

擴散思維活動可以豐富
寫作靈感。

這是我們的合作學習成果。上課前，大家先以肢體活動
重温學習重點。

利用記憶通道（配合肢體動作）有助
把學習內容牢記心中。

中文科 簡介

初小「悅讀˙悅寫意」課程

喜悅寫意日

高中小「以讀帶
寫學習活動」

腦科學為基礎
的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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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好南兒計劃

新文化運動名家巡禮

中華文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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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文科編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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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推行中國歷史與文化教學

活動，讓學生認識五四新文化運動

的內容及影響，透過認識新文化運

動的著名作家及閱讀其代表作品，

進行文章仿作及文畫相融活動。

以傳統中華文化為骨幹，以攤位遊戲形式表現中國傳統文化，讓學生

發現中華文化的傳統精髓。

《語文自學樂小冊子》
齊備自學四部曲。

利用自學工具（腦圖）
組識文章內容。

合作學習方法：思―寫―討―享
。 同儕互評，欣賞朋輩的優點。 課前預備好，課堂匯報滿自豪

。 透過訪問活動搜集資料。

《五四新文化運動巡禮小冊子》

圖書館主題書籍展覽—
五四新文化運動巡禮。文畫相融活動學生作品展示晨光廣播主題―介紹五四新文化運動。

「敬師孝親齊迎福」讓同學書寫揮春饋贈親友。 「福有攸歸」看誰的手最靈巧！ 「轉出師親恩」讓同學體驗傳統轉碟的樂趣。

中華文化日充滿濃濃的節日氣氛。 同學們秩序井然地排隊參與攤位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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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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學生的寫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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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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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主辦的《自愛徵文寫作比賽》，4B謝匡泓獲初小組亞軍，
5A劉子悠、5B王御心獲高小組優異獎。

本校鼓勵學生積極參加第七十屆學校朗誦節比賽，同學表現優異，實在令人鼓舞。

拔尖課程「中文寫作菁英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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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Stage 1 (P.3) & 

Key Stage 2 (P.4-P.6)

Task-based learning

P.4 E-learning Lesson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P.3 In-class Drama Worksh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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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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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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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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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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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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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eive that more students will benefit as more e-learning packages are being 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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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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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Stage 1 (P.3) & 

Key Stage 2 (P.4-P.6)

Task-based learning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Key Stage 1 (P.1-P.3) 
Lessons - Photos

Students are enjoying the 

story with the NET.

P.3 students are so eager to express themselves. Do you know what game they are playing?

Students are reading aloud with the teachers.

Students enjoy 
using iPads to 
finish a task.

Students are so excited to share 
ideas with others using the iPads.

Students show team spirit and perform the authentic story collaboratively. Students enjoy dancing and singing the drama song on stage. 

Students are confident in speaking English in front of audience.Students are all engaged in acting out their roles vividly. 

ECA – Drama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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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努力

聯校活動
分組活動匯報

實地測量

齊齊動手做

立體圖形（辨別疊高和不能疊高）

針對學生在學習時的情緒，使學生能在良好的

環境中專注地進行學習，本校已將「腦科學教育」

的微技巧融入教學，在課堂上利用有效的活動，透

過分組活動、討論和協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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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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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去年的經驗，今年我們兩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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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單只

能鞏固學生的已有知識，還要有啟發性和趣味性。最終選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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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活動成果

埋首創作

大合照

得獎合照 破冰活動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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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活動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活動名稱 蛇仔問題 TetraSquare
賽車道

設計師

破解

加密圖案

像素畫

設計比賽
多變積木

概念 1. 邏輯推理
1. 邏輯推理

2. 編碼

1. 邏輯推理

2. 編碼

1. 座標

2. 編碼

1. 立體紙樣製作

2. 認識像素

1. 圖形與空間

2. 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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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設計工作紙課題如下：

2018-2019年度，數學科有不俗的校外比賽成績！

本年度一至六年級，同學參加了大大小小的數學

比賽共二十七項，參與的同學有219人次。當中有不少

輝煌的成績，計有：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全國總決賽2019一等獎。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Semi-Final Round 2019金獎。

˙第二十六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金獎。

˙2019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全國（總決賽）特等獎。

˙及其他大小獎項共180個。

在此，感謝各參與比賽的

同學，在比賽中的付出和辛勞，

期待各人在下年度，再接再厲，

發揮自己的潛能，創造佳績。

多變積木

六年級

TetraSquare

二年級

蛇仔問題

一年級

四年級

破解加密圖案

三年級

賽車道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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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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並重點培訓各級學生的不同專題研習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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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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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此外，本校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進行全方位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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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問答擂台戰鼓勵學生關心時事及校園歷史文化與環保

生活，令學生在遊戲中學習。

為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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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級組得獎學生低級組得獎學 高級組得獎學生

學生努力地泵氣到
水動火箭內 學生正在檢查他們的水動火箭

水動火箭準備發射的一刻

學生分工合作地完成迷你吸塵機 學生專注地設計迷你吸塵機 學生正測試剛完成的迷你吸塵機

常識科常識科課程及活動 

全方位問答比賽

科學與科技探究活動

三年級STEM學習日：環境清潔、空氣：迷你吸塵機

六年級專題研習
活動：水火箭

P.6年級學生由科任帶領及指導

下，進行水火箭專題研習，學生能透

過搜集資料、設計、創作水火箭及改善水火箭

飛行的表現，並能運用不同的專題研習技巧，

使水火箭專題研習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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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電子學習活動日：消防設備大搜查

當天學生有秩序地搜集校園的消防設備，運用所學的資訊科技的能力成功地進行活動，並學會運

用平板電腦拍攝影像及利用錄影來匯報結果。

同學不斷從失敗
中學到新知譏 同學認真地製作吸管橋 成功在嘗試

同學不斷地改良他們的旋轉單
槓機械人 這是我們的旋轉單槓機械人 齊來設計旋轉單槓機械人

同學們正測試他們的迷你太陽能車 同學們正製作他們的
迷你太陽能車 同學正計算迷你太陽能車的速度

學生正運用QR CODE上的資料回答問題 學生運用平板電腦回答有
關的問題 學生運用平板電腦進行匯報

四年級STEM學習日：無敵吸管吊橋

五年級STEM學習日：電、磁、機械：旋轉單槓機械人

六年級STEM學習日：力的原理、可再生能源、
                               閉合電路：迷你太陽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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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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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小學分會

2018-2019年度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團體成績】 

女子丙組 冠軍

女子甲組 亞軍

男子甲組 殿軍

女子乙組 第五名

個人賽

傑出運動員 張凱然 女子甲組 50米蝶泳第一名 50米背泳第二名

  柯政良 男子甲組 50米蛙泳第二名 100米蛙泳第二名

  胡嗣豪 男子甲組 100米蛙泳第四名 

  李姸葦 女子乙組 50米背泳

  葉韋嬈 女子丙組 50米自由泳第一名 50米背泳第二名

  張睿庭 女子丙組 50米自由泳第四名 50米背泳第三名

團體

女子甲組 4x50米自由接力 第一名

男子甲組 4x50米四式接力 第四名

女子乙組 4x50米自由接力 第三名

女子丙組 4x50米自由接力 第一名 女子乙組 4x50米自由接力 第三名

女子 傑出運動員 陳安生 女子團體  季軍

男子甲組 4x50米四式接力 第四名女子甲組 4x50米自由接力 第一名女子丙組 4x50米自由接力 第一名

羽毛球南元小健兒努力爭勝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小學分會

2018–2019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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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

校運會

同學渾身解數與對手一決雌雄  熱鬧的體育競賽場面，
在喧鬧的打氣聲中更顯精彩。

堅持到底，為自己的目標向前衝。 媽媽加油！我為你打氣啊！比賽健兒在賽道上奔馳，拼盡全力
向終點進發

看著他們奪獎後洋溢著幸福的笑臉，整個校園瀰漫著一股
奮發向上的氣息。

運動員進行的宣誓後，
校運會正式開始。

個人賽

女甲 100米亞軍 張凱然

女甲 壘球季軍 陳安生

男甲 鉛球殿軍 鄒創熙

女子團體賽

女子甲組團體 優異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2018-2019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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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嘭」的一聲，同學們不甘後人使勁地游到終點

水運會

各場比賽，我學的同學都充分展現出一種拼搏向上、團結合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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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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

生發展及展示音樂潛能，從而建立學生的學習自

信，讓他們健康成長。課程中加入單元小冊子，

讓學生認識不同時代的音樂及構成音樂的元素。

透過專題研習，讓學生更瞭解音樂的情境及音樂

與文化的關係，從而擴闊學生視野。

1. 第71屆學校音樂節比賽
— 中級組中文聖詩合唱隊（第1名）

— 高級組外文歌曲合唱隊（優異）

在各項樂器比賽中，有9位同學晉身三甲之列，並取得97項良好以上的成績

2. 香港合唱新力量主辦「第二屆香港校際合唱節」比賽
— 中級組歌詠團（金獎）

— 高級組歌詠團（銀獎）

3. 聯校音樂大賽2019
— 初級手鐘隊在初級組榮獲金獎

— 手鐘隊在初級組榮獲銀獎 

— 手鈴隊在初級組榮獲銀獎

4.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2018比賽
— 手鐘初級組榮獲銀獎 

— 手鈴初級組榮獲銀獎

簡介

校外活動

音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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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活動

1. 西樂欣賞會
學生們輕鬆學習西樂知識  

不同樂器現場演奏，加深了同學在西樂方面的認識

2.校本音樂單元小冊子
讓學生了解到巴洛克、古典及浪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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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韻悠揚齊共賞」
讓參與校際音樂節樂器獨奏的同學有預演機會，

也讓將要應付樂器獨奏考試的同學有演出機會，加強他們的自信。

4.「頒獎禮」表演
由本校管弦樂團、手鈴隊及手鐘隊演奏，小六畢業生大合唱歌曲《Forever Friends》

6.課後樂器班：
小提琴班、單簧管班、長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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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家名畫小冊子
本年度視藝科繼續推行「名家名畫」計劃，每級以一至兩名畫家為學習對象，讓學生學習名家的繪畫

風格和技巧。一年級：馬奈（可愛的我）二年級：米羅（星光下的小孩）三年級：梵高（星夜）四年級：

蒙德里安（直線美）五年級：夏卡爾（奇異世界）六年級：莫內（小眼睛看世界）。

3月15日，朱影珊老師帶領課外活動拔尖班「Art & Me」同學到維多利亞公園參加由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舉辦之「二零一九年香港花卉展覽及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活動。是次比賽，5B班王御心同學更榮獲

小學組高級組（季軍）。

「璀璨未來、光輝前路」畢業畫
致送給母校的禮物終於完成了！畢業畫

的設計意念來自六年級各班同學的畫作。我們

從各位同學畫作中抽取具代表性的部分組合而

成。經過校長及科主任黎燦美老師及李妙玲老師的商議和指

導下，再由課外活動拔尖班的同學完成。

畫中的小朋友代表著六年級全體畢業生，畫中的啦啦隊

代表著同學和老師都會繼續為畢業生同學打氣，鼓勵他們邁

步向前。獎牌和獎杯是代表著同學多才多藝，動靜皆宜。畫

中的小樹苗代表著同學由一年級開始，經過老師六年的悉心

栽培茁壯成長。面對未來陌生的環境，同學會秉承南元朗官

立小學，「博、愛、信、誠」的精神勇敢地踏上前路。

一年級：馬奈
（可愛的我）

三年級：梵高
（星夜）

二年級：米羅
（星光下的小孩）

五年級：夏卡爾
（奇異世界）

六年級：莫內
（小眼睛看世界）

四年級：蒙德里安
（直線美）

6B張潣晴 6B王映喬

6C何致晴 6C高雅妍

大家來合照！分享完成的喜悅。大家在努力中！加油！

視藝科
校園歡樂展繽紛！精彩人生在視藝！ 

當天下着毛毛雨，但無損各位
同學畫畫的興致。 你看！我們畫得還算不錯吧！ 大家來合照！ 朱老師和我們大合照！

2. 二零一九年香港花卉展覽及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3. 致送給母校畢業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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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冠軍：
1B何禧穎

（趣怪機械怪獸）

三年級冠軍：
3A王悅萱

（美麗環保籃子）

二年級冠軍：
2D連子皓

（精緻寶物盒）

五年級冠軍：
5A劉子悠

（我的夢幻房間）

六年級冠軍：
6C高雅妍

（花車巡遊）

四年級冠軍：
4D歐凱雯

（漂亮環保座枱燈）

我們和黃老師來個大合照！

作品很多，快些來看吧！

劉校長和馮副校與家長教師會成員合照！

你看我們多專心！ 同學嘗試自己畫漫畫。

藝術家指導同學創作漫畫。

這條隊道是時光隊道嗎？
我想穿越到未來！

展品很多，我的作品在哪裏呢？

4. 美工創作比賽
本年度美工創作比賽以環保作為母題，然後各級均以不同子題比賽。

6.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黃慧敏老師在6月27日帶領

同 學 到 沙 田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參

觀。同學可以欣賞到當時以「百

物 看 世 界─ 大 英 博 物 館 藏 品

展」為主題的展品。展品包括貨

幣、科學儀器、儀仗用具及藝術

品，展示200多萬年世界文化，

觀眾可以回顧人類發展的軌跡。

7. 藝術家到校漫畫工作坊
2019年3月29日視藝科安排了一次藝

術家到校漫畫工作坊。同學可以在藝術家

指導下進行漫畫創作。

5. 學與教成果展
本年度成果展於6月17日至6月19日（星期一至星期

三）於元朗劇院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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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普通話科的目標，是以培育學生聽說

普通話的能力為發展重點。本校普通話科引入

「合作學習」的概念，讓學生分組進行學習活

動，提升他們對學習普通話的興趣；為了提供更

多機會予學生聽說普通話，本校普通話科老師鼓

勵學生於課堂內外多以普通話交流，藉此加強他

們的練習機會和提升他們聽說普通話的信心。

還有，本校為了給學生營造一個學習普通話的

環境，於校園四周展示了附有以普通話拼音標示的

中文語句、漢語拼音標示的雋語，提升學生對譯寫

普通話的興趣，藉此增加學生自學普通話語音知識

的機會。

為了配合「同根同心境外學習」活動，本校普通話科老師更特

設了三本「普通話常用語小冊子」，讓四至六年級的同學以不同情

境為題，在課堂內螺旋式地學習並積累有關日常

生活用語；並於境外學習活動日中能用普通話以

報告形式匯報，與國內學生互相交流學習文化，

提升他們聽說普通話的信心和能力。

普通話科
簡介

除此之外，本校為了營造普通話的學習

環境，亦會進行其他多元化的校內活動。同學

們可自由組合參加「午息表演擂台」活動（包

括繞口令表演、兒歌唱誦、朗讀欣賞、講故事

等），藉此提升聽說普通話的信心。

同學們參加境外學習後，用普通話進行匯報及分享呢！

「午息表演天地」又開鑼啦！同學們都踴躍參與吧！

一冊在我手，走遍神舟大地都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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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本科定期以不同主

題拍攝普通話影片，創造普通

話語言環境，提高學生聽說普

通話的興趣，讓學生增加認識

粵普語言文化的機會。

我們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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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兒歌、看電影等，讓同學積極融入普通話的語境中，加強他們聽說普通話的信心。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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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本科為學生舉辦普通話攤位遊戲活動。透過

活動，讓學生重溫平日所學過的普通話知識

外，冀能增強學生聽說普通話的信心和興趣。

學生們均踴躍參與活動，積極說普通話。

歡迎來到魔法教室！讓我們一起學有趣的魔術吧！

這回又有甚麼精彩、有趣的影片呢？真期待！

同學們，快來參加課外活動吧！

至於校外比賽方面，本校

教師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普 通 話 朗 誦 及 演 講 比

賽，學生在教師的指

導下勇於接受挑戰，

在校際朗誦節的普通

話比賽項目中及演講

故事比賽中獲取不同的

獎項，成績理想。

普通話大使已整裝待發！ 來！抽一張問題卡,祝你挑戰成功！

攤位遊戲真好玩！
哈哈！攤位遊戲真好玩！看！我已

經集齊所有蓋印了！ 來！你說我又說，攤位遊戲真有趣！

我們都胸有成竹地準備到
各攤位接受挑戰了，你呢？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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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少年團簡報設計比賽感想

5A劉子悠
我很高興能夠參加由公益少年團所主辦2019年度—

「赤子服務獻關懷溫馨和諧建社群」簡報設計比賽。

記得一開始，我對簡報設計毫無頭緒，不知從何入手。幸好得到黃老師的指導和家人的提

議，讓我想到製作簡報的點子。然而，我在製作簡報的過程中遇到不少困難。由於我不太熟悉

如何運用一些電腦程式，例如：「剪片」、「Excel」和「圖表製作」等。於是，我上網搜尋

及向老師請教有關程式的使用方法。當我掌握了這些程式後，再把它們融入我的簡報設計中。

在此學習經歷中，令我更深入了解不少電腦科技的知識呢！ 

經過多次修改後，我終於順利呈交簡報設計予主辨單位。當我看見自己的作品，回顧自

己從零開始，一步一步去設計和製

作，直至它的誕生，我實在感到非

常有滿足感。數個月後，黃老師通

知我簡報設計比賽獲得優異獎和表

揚獎，我興奮得大叫起來！在頒獎

禮 當 天 ， 我 昂 首 闊 步 地 踏 上 頒 獎

台，欣然接受這份殊榮。

最後，我衷心感謝黃耀宗老師

給我這個機會，讓我從中學習電腦

的知識和了解義工服務的重要，實

在獲益良多。黃老師，多謝您！

電腦科
Micro:bit與編寫程式

老師向學生講解micro:bit電路板的運作原理

學生利用micro:bit電路板進行科學實驗

隨着急速的經濟、科學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轉變，校方

於本年度電腦科加入電腦編程(Coding)課程，目的是訓練學生

的思維技巧及解難能力。本年度電腦科與數學科及常識科作

跨科學習，以小組形式配合STEM課程，利用一塊小型電路板

(Micro:bit)讓學生製作科學實驗。

Micro :b i t電路板是一塊小型電腦裝置，透過輸入程式

(Program)，micro:bit電路板能執行特定的任務，如在LED顯示

屏展示圖案、發出聲音、偵測方向等等。在本年度的跨學科

學習中，學生便需要利用Micro:bit電路板的感光原理以及顯

示圖案的功能進行科學實驗。

5A劉子悠榮獲公益少年簡報設計比賽
優異獎及表揚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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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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舉辦）

嘉許狀 6B 李莃晴 

王威信體學兼優獎 

6A 柯政良 6B 曾繁芊 

元朗區文藝之星—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嘉許狀 6B 李莃晴

南元朗官立小學—傑出表現獎項

傑出運動員 6A 柯政良 6B 曾繁芊 

音樂傑出表現獎 6B 陳凱恩 6B 李東兒 

視藝傑出表現獎 6B 歐芷穎 6B 張潣晴 

普通話科

第七十屆校際朗誦節  普通話獨誦

第三名 6B 羅文韜

優良

1A 林雅悠 1F 曾穎琳

3B 王躍熺 5B 黃穎莉

1B 文紫馨 2A 劉奕彤

3E 廖子睿 5C 方蔚澄

1B 彭詩喬 2A 鄧海喬

4B 郭玟希 5C 劉嘉霖

1E 郭芷睿 2B 李嘉熹

4E 王映堯 6A 袁嘉朗

1E 林高進 2C 黃雅忱

5A 陳曉諾 6B 李莃晴

1E 劉英驥 2E 王嬿冰

5A 劉奕辰 6D 張珈瑄

1E 曾子曦 3A 湯敏祈

5B 歐陽逸芝  

1F 鍾尚言 3A 俞樂嶢

5B 麥子璇  

第二十一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2019

高小組優異星獎項 6B 羅文韜

初小組優異星獎項 2B 蔡佳宜

高小組良好獎項 5A 韓榮軒 

2018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銀獎 6A 林家慶

英文科

2018-2019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3B 趙梓柔 5A 李佩凌 

6B 黃詩恩 4B 鄧曉恩

5B 李子謙

Adjudicators' Award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Award For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3B 陳閱霖 4B 羅子程

5B 蘇曉楠 3B 陳立甡

4B 鄧曉恩 6A 李穎晴

3B 趙梓柔 4B 溫卓瀅

6B 黃詩恩 3B 朱正彥

5A 洪凱晴 6B 彭仁心

3D 陳諾言 5A 李佩凌

4B 羅諾謙 5B 李子謙

Caritas Yuen Long Chan Chun Ha Secondary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2018-2019 

First Class Honour 5B 伍詠怡

Second Class Honour 5A 張沛晴

萬鈞五十。天水圍的孩子獎勵計劃

才藝孩子獎 6B 李莃晴

自強孩子獎 5A 劉子悠

中文科

第七十屆校際朗誦節 粵語獨誦

第二名 2C 張沂靖 

第三名 5A 黃舒苗 

優良

1A 陳仟悠 2C 李美熹

3B 趙梓柔 5B 麥詠嘉

1A 林雅悠 2C 梁頌晴

4C 周希蕾 5B 李姸葦

1A 李喆永 2D 駱曉楠

4D 鄧沛兒 5B 駱曉瑩

1E 趙梓晴 2E 吳礎彤

4D 劉倬霖 6A 溫翠瑜

2A 蘇詠銚 2E 黎尚政

5A 張晞琳 6A 黃詩恩

2A 黃靖軒 3A 孫卓楠

5A 劉詠恩 6C 曾晉滔

2A 鄧海喬 3B 陳閱霖

5A 黃苑心 6E 羅芷圯

2B 鄧琸宜 3B 王顥凝

5B 歐陽逸芝  

元朗區公民教育徵文比賽 2018-2019

初小組亞軍 4B 謝洭泓

高小組優異 5A 劉子悠 5B 王御心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

冠軍 2B 陳希澄

亞軍 2D 何欣橋

季軍 1A 林憫祈

中級組

冠軍 4B 謝洭泓

亞軍 4D 劉倬霖

季軍 4A 張泳珊

高級組 

冠軍 5B 曾鈞晧

亞軍 5A 梁誌浩

季軍 6E 陳映澄

Merit

5A 張天鍩 5A 李佩凌

6B 曾繁芊 6B 李東兒

6B 李汶迪

The 70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Solo Verse Speaking

First Place 4C 高 婧 

Second Place

1A 李喆永 3B 冼詩雅

4D 劉倬霖 5A 洪凱晴 

5A 黃舒苗 5B 蘇曉楠

5B 歐陽逸芝 

Third Place

3B 陳閱霖 5A 李佩凌 

6B 張潣晴 6B 文熙姸 

6B 曾繁芊

Merit

3B 鄧穎琪 4A 林雪晴

5A 陳澄諭 6A 張凱然

3B 黃潁橋 4B 陳飛悅

5A 劉詠恩 6A 鄧鈞濤

3C 區曉兒 4B 羅子程

5B 張書華 6A 袁嘉朗

3C 江奕霖 4B 鄧曉恩

5B 李梓瑜 6B 李莃晴

3D 王善瑩 4B 黃心苗

5B 王御心 6E 張家康

4A 陳希翹 4C 周希蕾

5B 黃穎莉 4A 張靖瞳

4D 李梓健 5E 吳穎曈

The 23rd Hong Kong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2018-2019

(In-school) 

Junior Sector

Champion 2D 何欣橋

First 

runner-up
1A 林憫祈

Second 

runner-up
1D 伍俊燊

Intermediate Sector

Champion 4D 劉倬霖

First 

runner-up
3A 劉展蕎

Second 

runner-up
4A 陳樂晞

Senior Sector

Champion 5A 王顥曈

First 

runner-up
5B 伍詠怡

Second 

runner-up
6A 張錞欣

The 23rd Hong Kong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2018-2019

Merit 

(Intermediate Sector)
3A 劉展蕎

藝術體操

香港國際藝術體操邀請賽2018 女皇杯 

8-10歲美學體操

冠軍

2D 劉紫盈 4D 黃樂晴

2E 吳楚彤 5B 駱曉瑩

3B 王顥凝 5D 黃煦喬

4A 溫芷悠 5E 陳靖宜

4C 郭玟儀  

10-12歲美學體操 

亞軍

4B 陳飛悅 5D 劉倇攸

5B 伍詠怡 5E 吳穎瞳

5B 張書華 6A 凌顥熙

5B 曾文樂 6B 李莃晴

5C 劉嘉霖 6B 曾繁芊

全港小學校際體操比賽

女子甲組 平衡木 季軍 6B 曾繁芊

女子甲組 跳箱 殿軍 6B 曾繁芊

2018至2019年度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菁英盃】現場作文及普通話朗誦 比賽

現場作文初賽

三等獎 4B 鄭楗庭 4B 謝洭泓

現場作文決賽

特等獎 5B 歐陽逸芝

二等獎

4A 馮茵婷 4B 羅子程

4B 鄧曉恩 5A 王顥瞳

5A 張天鍩 5A 張正琳

5A 劉子悠

三等獎

4A 梁展誥 4A 麥貝兒

4B 歐樂妍 5B 嚴鍶鋥
5B 蘇曉楠

現場作文總決賽

特等獎 4A 馮茵婷

一等獎 4A 梁展誥 5A 張正琳

二等獎 5B 歐陽逸芝

三等獎 
4A 鄭楗家 4B 歐樂妍

4B 鄧曉恩

獎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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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友校小學數學

競技邀請賽

數學遊踪 團體冠軍

一等獎 6B 周俊宏

二等獎 6A 鄧鈞濤 6A 袁嘉朗

三等獎 6A 王逸朗 6A 陳卓豊

第三十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2019

二等獎 6B 周俊宏

三等獎 6A 鄧鈞濤 6A 袁嘉朗

香港數獨王爭霸戰

銅獎 6A 陳卓豊

第十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元朗區）

殿軍 
6A 鄧鈞濤 6A 李筱安 

6B 周俊宏 

優良 
5B 張鉦湳 5B 李研葦

5B 歐陽逸芝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2019 香港賽區

一等獎 4A 鄭楗家 6A 陳卓豊

二等獎

4A 賴卓楠 5A 賴紫蕎

4B 陳渝昇 5B 吳宥燊

4B 謝洭泓 5B 李姸葦

三等獎

3A 池珈瑩 5A 劉子悠

4A 馮茵婷 6A 羅浚瑋

4A 鄭楗庭 6B 張卓諾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2019 大灣賽區

二等獎 5A 劉子悠 6A 陳卓豊

三等獎 5B 吳宥燊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2019 全國總決賽

一等獎 6A 陳卓豊

二等獎 5B 吳宥燊

三等獎 5A 劉子悠 

數學科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小六組團體賽

第十名

6A 袁嘉朗 6A 陳卓豊

6A 鄧鈞濤 6B 周俊宏

小六組個人賽金獎 6B 周俊宏

小六組個人賽銀獎 6B 張潣晴

小六組個人賽銅獎 6A 鄧鈞濤 6B 李曉臻

小六組個人賽

優異獎
6A 陳卓豊 6A 袁嘉朗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2018-2019

小學個人總成績

（一等獎）
6B 周俊宏

小學個人總成績

（二等獎）
6A 袁嘉朗 6A 鄧鈞濤

小學個人總成績

（三等獎） 
6A 李筱安 6B 傅栢添

第六屆 小學拉格朗日數學 邀請賽

個人賽（金獎） 6B 周俊宏 6A 鄧鈞濤

個人賽（銀獎） 6B 傅栢添 6B 張卓諾

個人賽（優異獎）
6B 王映喬 6B 張潣晴

6B 賴凱盈 6B 曾繁芊

第十四屆 香港小學數學 創意解難比賽

隊際初賽銀獎
6A 鄧鈞濤 6A 陳卓豊

6B 周俊宏 6B 傅栢添

2019屯門元朗區小學數學遊踪大賽

團體 銀獎
6B 王映喬 6B 曾繁芊

6B 王雅喆 6B 譚洛霖

屯門元朗區小學魔力橋大賽

銀獎 6B 王雅喆 

優異獎 6B 曾繁芊

2019年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

邀請賽決賽（小學高年級組）

三等獎 6B 周俊宏

2019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計算競賽一等獎

數學競賽二等獎

總成績一等獎

6B 周俊宏

計算競賽三等獎

數學競賽三等獎

總成績三等獎

6A 陳卓豊 

數學競賽三等獎

總成績三等獎
6B 傅栢添

2019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初賽

一等獎

1C 廖子皓 3A 張啟進

4B 羅子程 4A 賴卓楠

5A 賴紫蕎 5B 吳宥燊

6B 周俊宏

二等獎

2D 蔡旨晴 3B 陳樂熹

3B 黄熾楊 3B 趙梓柔

3B 王彦竣 4A 鄭楗家

4A 區迦游 4B 陳渝昇

4B 羅諾謙 4B 謝洭泓

5A 張天鍩 6A 陳卓豊

6B 傅栢添

三等獎

1A 區棹嵐 1A 李喆永

2B 鄧琸宜 2D 駱曉楠

3B 李俊熹 3B 梅鈞婷

4A 龔珈瑩 4A 鄭楗庭

4A 王焯滔 4B 張卓瑤

4C 陳卓喬 5A 劉奕辰

5A 劉子悠 5A 楊芷晴

5B 李妍葦 5B 王御心

5B 駱曉瑩 5B 王焯衡

2019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初賽

三等獎

5B 歐陽逸芝

5B 韋銘恩 6A 袁嘉朗

6A 羅浚瑋 6A 鄧鈞濤

6B 張卓諾 6B 李莃晴

6B 關曉楠 6C 周嘉熙

2019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 晉級賽

特等獎 4B 羅子程

一等獎

1C 廖子皓 4A 鄭楗家

4B 陳渝昇 4B 謝洭泓

6B 周俊宏

二等獎

1A 區棹嵐 3A 張啟進

3B 李俊熹 4A 區迦游

4A 賴卓楠 4C 陳卓喬 

5A 劉奕辰 5B 吳宥燊 

5B 李妍葦 6A 陳卓豊

三等獎

1A 李喆永 2D 蔡旨晴

3B 王彦竣 3B 梅鈞婷

4A 鄭楗庭 5A 賴紫蕎

5A 劉子悠 5A 張天鍩
5B 王御心

5B 歐陽逸芝

2019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 總決賽

特等獎 4B 羅子程

一等獎 3B 李俊熹

二等獎 3A 張啟進 4B 陳渝昇 

三等獎

2D 蔡旨晴 3B 梅鈞婷

3B 王彥竣 5A 劉奕辰

5B 李妍葦 5B 吳宥燊

2019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HKMO Open)

金獎
3B 李俊熹 4A 鄭楗家 

4B 羅子程 6B 周俊宏

銀獎

3A 張啟進 4B 陳渝昇 

4A 賴卓楠 4C 陳卓喬

5A 張天鍩 5B 李妍葦

5B 韋銘恩

銅獎

3B 梅鈞婷 3B 黄熾楊 

3B 李子誠 4A 鄭楗庭 

4B 馮茵婷 5A 賴紫蕎 

5A 劉子悠

2019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

金獎 4B 羅子程 6B 周俊宏

銀獎
3A 張啟進 3B 李俊熹

4A 鄭楗家

銅獎 4A 鄭楗庭

香港數學遊戲公開賽

銅獎 3B 李俊熹

第二十六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金獎 6B 周俊宏

第十一屆伯特利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團體一等獎 
6A 鄧鈞濤 6B 傅栢添

6B 周俊宏 6B 陳凱恩

團體三等獎
6B 王映喬 6B 張潣晴

6B 曾繁芊 6B 文熙妍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 

晉級賽 2019（香港賽區）

亞軍 6B周俊宏

音樂科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教堂音樂（中文歌曲）小學合唱隊

第一名 9歲或以下

小學合唱隊（外文歌曲）

優良獎狀 高級組

鋼琴獨奏 一級

第二名 1A 周康瑤

第三名 4D 李梓健

優良

1A 謝淽嵐 2A 吳昊燊

3A 劉心怡 4D 黃樂晴

1E 林高進 2D 鄭筠霈

3A 黃之祈 4E 張鈺賢

1E 郭芷睿 2D 劉心弦

3B 周永健 6E 李思堯

1E 容梓琦 2E 溫菁琳

4C 林泳思  

鋼琴獨奏 二級

第二名 2C 吳卓霖 

第三名 2B 黃詩雨 

第三名 5A 張永翹 

榮譽 3A 王悅萱

優良

1B 文紫馨 2E 陳詩澄

4A 湯琛耀 5B 蘇曉楠

1D 戴悅澄 3A 張煒悠

4B 蔡倩昕 5C 劉嘉霖

2A 唐巧兒 3A 吳慧俊

4E 王映堯 2E 張正欣

4A 區迦游 4E 劉晞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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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獨奏 三級

優良

3A 鄧俊軒 3B 陳立甡

4C 郭玟儀 3A 孫卓楠

4B 郭玟希 5C 陳君銳

3B 趙梓柔 4C 高 婧

5D 湯彥晴

鋼琴獨奏 四級

優良

4A 梁展誥 5A 張沛晴

5D 周永樂 4B 黃心苗

5B 麥詠嘉 6A 郭 柔

4C 周希蕾 5C 阮智棡

6B 李曉臻

鋼琴獨奏 五級 

優良
1D 何潁詩 5B 伍詠怡

5B 王御心

鋼琴獨奏 六級

優良 5B 胡皓喬 6A 周映希

鋼琴獨奏 中國作曲家 初級組

優良獎狀 1D 何潁詩

小提琴獨奏 一級

優良 1C 葉淨枝 2D 劉紫盈

小提琴獨奏 二級

優良 1B 文紫馨

兒童獨唱（英文歌曲） 

男童聲或女童聲（5至7歲）

優良獎狀 1B彭詩喬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   

男童聲或女童聲（7至8歲）

優良獎狀 3A 孫卓楠

聲樂獨唱（中文歌曲)   

男童聲或女童聲（10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5B 李姸葦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

男童聲或女童聲（10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4E 馬鎮楠 5A 張晞琳

5B 蘇曉楠 5B 李姸葦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

男童聲或女童聲（13歲或以下）

優良獎狀 6B 李東兒

香港學校音樂節合唱比賽

冠軍

3A 陳彥津 3B 周永健

3C 周星云 3D 阮雅婷

4A 李樂賢 4C 盧雅靜

3A 周烙賢 3B 羅鎮揚

3D 鄭灝瑤 3E 張希妍

4A 麥貝兒 4C 黃梓婷

3A 張煒悠 3B 李子誠

3D 鄭庭朗 3E 李芷瑤

4B 陳珞明 4D 鄭倩芯

3A 池珈瑩 3B 梅鈞婷

3D 李泆彤 3E 彭穎彤

4B 蔡倩昕 4D 鍾慧艷

3A 劉心怡 3B 黃潁橋

3D 梁煒晴 3E 鄧詩瀠

4B 黎明亮 4D 盧彥森

3A 孫卓楠 3B 王躍熺
3D 孫海綝 3E 阮景翔

4B 歐樂妍 4D 文樂恩

3A 湯敏祈 3C 陳溢朗

3D 鄧可澄 4A 曹恩朗

4B 王朗宜 4D 鄧詠霖

3A 黃之祈 3C 潘思穎

3D 楊雯淇 4A 陳希翹

4B 楊汶羲 4D 曹心然

香港學校音樂節合唱比賽

冠軍

3A 俞樂嶢 3C 邱天雯

3D 冼睿萱 4A 張泳珊

4C 張舜匡 4E 陳楊鑫

3B 陳文軒 3C 張梓瑜

3D 周星雨 4A 關天珵

4C 馮民軒 4E 盧詠璿

第二屆香港校際合唱節

金獎

3A 陳彥津 3A 俞樂嶢

3C 陳溢朗 3D 孫海綝

3E 阮景翔 4B 蔡倩昕

4D 文樂恩 3A 周烙賢

3B 陳文軒 3C 潘思穎

3D 鄧可澄 4A 曹恩朗

4B 黎明亮 4D 鄧詠霖

3A 張煒悠 3B 周永健

3C 邱天雯 3D 楊雯淇

4A 陳希翹 4B 歐樂妍

4D 曹心然 3A 池珈瑩

3B 羅鎮揚 3C 張梓瑜

3D 阮雅婷 4A 張泳珊

4B 王朗宜 4E 陳楊鑫

3A 劉心怡 3B 李子誠

3D 鄭灝瑤 3E 張希妍

4A 關天珵 4B 楊汶羲

4E 盧詠璿 3A 孫卓楠

3B 梅鈞婷 3D 鄭庭朗

3E 李芷瑤 4A 李樂賢

4C 馮民軒 3A 湯敏祈

3B 黃潁橋 3D 李泆彤

3E 彭穎彤 4A 麥貝兒

4C 盧雅靜 3A 黃之祈

3B 王躍熺 3D 梁煒晴

3E 鄧詩瀠 4B 陳珞明

4C 黃梓婷 

第二屆香港校際合唱節 外文組 合唱比賽

優良獎

5A 陳澄諭 5B 蘇曉楠

5B 王御心 5E 黃曉童

5E 葉佩嘉 6A 曹雪晴

6B 楊采樺 5A 張晞琳

5B 廖芷琦 5C 方蔚澄

5E 李穎昕 6A 溫翠瑜

6A 張灝盈 6C 高雅妍

5A 劉子悠 5B 蘇鎧淇

5C 黃曉桐 5E 鄧穎詩

6A 岑諾霖 6B 文熙姸
6C 曾晉滔 5A 黃詠桐

5B 麥子璇 5C 郭曼喬

5E 黃慧茵 6A 唐心兒

6B 李東兒 6E 陳伊晴

5B 曾文樂 5B 李姸葦

5D 湯彥晴 5E 盧穎蕎

6A 李筱安 6B 張潣晴

6E 潘昕玥

聯校音樂大賽2019 手鐘（初級組）

金獎

2D 黃懷熙 3A 孫卓楠

3B 鄧芷悠 2E 曾樂珊

3A 張煒悠 3C 李心瑜

3A 劉若希 3A 王悅萱

4A 龔珈瑩 3A 黃之祈

3B 王躍熺 4B 黎明亮

聯校音樂大賽2019 手鈴（手鈴隊）

銀獎

4A 梁展誥 5A 邵浩楊

6A 李筱安 6A 郭 柔

6C 高雅妍 4A 文曉筠

5A 張沛晴 6A 楊佩詩

6B 李東兒 6D 梁樂謙

5A 黃苑心 5E 李穎昕

6A 鄧鈞濤 6B 陳凱恩

聯校音樂大賽2019 手鐘（手鐘隊）

銀獎

4A 區迦游 4B 黃心苗

5A 張晞琳 5B 麥詠嘉

6A 陳慧喬 6C 黎芷君

4A 梁洛珈 4C 高 婧

5A 劉子悠 5E 劉寶桐

6B 張潣晴 6C 范泳桐

4B 郭玟希 4C 周希蕾

5A 王顥曈 6A 曹雪晴

6C 曾溢圍 6E 羅芷圯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2019 手鈴隊

銀獎

4A 梁展誥 5A 邵浩楊

6A 李筱安 6A 郭 柔

6B 陳凱恩 4A 文曉筠

5A 張沛晴 6A 楊佩詩

6B 周俊宏 6C 高雅妍

5A 黃苑心 5E 李穎昕

6A 鄧鈞濤 6B 李東兒

6D 梁樂謙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2019 手鐘隊

銀獎

4A 區迦游 4B 黃心苗

5A 張晞琳 5B 麥詠嘉

6A 陳慧喬 6C 黎芷君

4A 梁洛珈 4C 高 婧

5A 劉子悠 5E 劉寶桐

6B 張潣晴 6C 范泳桐

4B 郭玟希 4C 周希蕾

5A 王顥曈 6A 曹雪晴

6C 曾溢圍 6E 羅芷圯

公民教育

小學孝道中華文化盃比賽

高級組優異獎 6B 林海韻

初級組優異獎 3A 俞樂嶢

「正義之光」警。學計劃比賽

四格漫畫優異獎 5B 王御心

填色比賽優異獎 3B 陳立甡 2E 羅樂瑤

正義好學生
6A 鄧鈞濤 6B 彭仁心

6D 何梓甄

2018-2019年有問有答《基本法》問答比賽

高小組 優異獎 5A 劉子悠

親子組 冠軍 1F 樂梓維

主場國情新認識比賽（第一期）

全對獎

1E 許哲煒 3A 陳彥津

5B 歐陽逸芝 6E 梁卓軒

2B 黎竣銘 4A 張靖瞳

6A 唐心兒  

《基本法》及「一國兩制」漫畫設計比賽2018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基本法》及「一國兩制」漫畫設計比賽2018  

入圍獎 4C 趙晞瑤

升旗隊

2019年慶回歸周年頒獎典禮  

第十三屆優異隊伍

3A 劉桓與 3B 鄧穎琪 3D 陳諾言

3D 孫海綝 4B 簡心悅 4E 林沛然

6A 張灝盈 3B 陳立甡 3B 王顥凝

3D 張考晴 3D 戴仲賢 4B 溫卓瀅

5B 麥詠嘉 6B 李汶廸 3B 陳樂熹

3C 江奕霖 3D 方千水 3E 陳紫晴

4C 何柏勤 5C 梁梓盈 6B 李東兒

3B 何柏翹 3C 王湘瑜 3D 紀瀚林

3E 王冠林 4D 吳穎霖 6A 鄧鈞濤 

3B 冼詩雅 3C 張梓瑜 3D 梁煒晴

4A 曾朗一 4E 陳楊鑫 6A 曹雪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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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8

6A張凱然

2018-2019校際足球比賽 男子組 優異獎

6A 李卓彥 6A 羅浚瑋 6D 林志鋒

5A 聶永灝 5D 張樂天 4C 彭仁方

6A 胡嗣豪 6C 黃逸藍 6E 廖柏羲

5A 關傲衡 5E 張逸晞 4E 張軼稀

6A 張朗然 6C 林 希 6E 羅祐鏘

5C 何浩賢 4B 彭仁天 3A 邱栢嵐

元朗官立小學友校接力賽

女子組 冠軍

6A 張凱然 6A 張曉晴

6A 陳安生 6B 曾繁芊

6C 尹芷盈

天水圍官立小學友校接力賽

女子組 冠軍

6A 張凱然 6A 張曉晴

6A 陳安生 6B 曾繁芊

6C 尹芷盈

屯門官立小學友校接力賽 

女子組 亞軍

6A 張凱然 6A 張曉晴

6A 陳安生 6B 曾繁芊

6C 尹芷盈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友校接力賽

女子組 優異

5A 李姸葦 5D 關 鈊

5D 湯彥晴 4B 黎明亮

4C 黎明心

2018-2019聖公會靈愛小學游泳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 亞軍

6A 李筱安 6A 張凱然

6D 李若萱 5B 李姸葦

4B 葉韋嬈

男子組 殿軍

6A 柯政良 6A 胡嗣豪

6A 岑諾霖 6E 羅祐鏘

5D 鄧栢浩

粉嶺官立小學友校接力賽

女子組季軍
6A 陳安生 6B 曾繁芊

6B 文熙姸 6C 尹芷盈

男子組季軍

6A 柯政良 6A 岑諾霖

6A 蔡金石 6B 黎衍堯

6C 黃逸藍

2018-2019元朗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團體 季軍 
4A 龔珈瑩 6A 劉芷希

6A 陳安生 

團體傑出運動員獎

6A 陳安生

2018-2019年度 元朗區小學校際水運會

女子丙組4x50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4B 葉韋嬈 4B 王朗宜

4C 張睿庭 4C 林泳思

4E 劉心頤

女子甲組4x50米自由接力

冠軍

4C 鄧恩橋 6A 張凱然

6A 李筱安 6C 黎芷君

6C 范泳桐 6D 李若萱

女子乙組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4B 鄧曉恩 5A 李姸葦

5A 林正盛 5C 方蔚澄

5B 歐陽逸芝 5D 劉倇攸

男子甲組4x50米四式接力

季軍
6A 柯政良 6A 胡嗣豪

6A 岑諾霖 6E 羅祐鏘

女子 個人獎項

50米自由泳 冠軍

50米背泳 亞軍
4B 葉韋嬈

50米自由泳 殿軍

50米背泳 季軍
4C 張睿庭

50米背泳 亞軍 5A 李姸葦

傑出運動員

50米背泳 亞軍

50米蝶泳 冠軍
6A 張凱然

男子個人獎項

100米蛙泳 亞軍

50米蛙泳 亞軍
6A 柯政良

100米蛙泳 殿軍 6A 胡嗣豪

香港學界體育比賽2018-2019

女子甲組團體 優異

個人獎項

女子甲組跳高 第三名 5A 林正盛

女子甲組100米 第二名 6A 張凱然

女子甲組壘球 第三名 6A 陳安生

女子甲組200米 第六名 6A 張曉晴

女子甲組60米 第七名 6B 曾繁芊

女子甲組鉛球 第六名 6B 楊采樺

男子甲組鉛球 第四名 6D 鄒創熙

聖西門呂明材才盃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

殿軍

5A 羅峻熙 6D 黃思惟

6A 陳卓豊 6E 張家康

6C 何浩朗  

陳震夏中學元朗區小學三人籃球錦標賽 

女子組碟賽

季軍
4E 陳嘉喬 5D 羅曉柔

5C 郭文慧 5E 呂卓翹

公益少年團

2018-2019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 冠軍

2018-2019環保為公益（十八區）

慈善花卉義賣 銅獎

2018-2019環保為公益慈善環保

清潔活動 季軍

2018-2019環保為公益慈善籌款活動 優異獎

小學組 簡報設計比賽 

優異及表揚獎 5A 劉子悠

女童軍

優秀女童軍選舉

優秀女童軍 5A 陳澄諭

跆拳道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2018

男子個人 冠軍 5E 羅峻熙

國際會小學跆拳道邀請賽2019

男子中級組 季軍 4E 張軼稀

男子高級組 季軍 5E 羅峻熙

香港跆拳道品勢比賽2018

女子色帶組 季軍 季軍 4B 王朗宜

常識科

第二十二屆「常識百搭」小學STEM探究展覽

嘉許獎 
5A 張永翹 6A 岑諾霖

6B 張卓諾 6B 李汶迪

第二屆全港小學生水火箭大賽

最高效能

保護雞蛋獎 亞軍

5A 王顥曈 5B 吳宥燊

6A 羅浚瑋 6B 張卓諾

6B 彭仁心

中國舞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4A 文曉筠 5A 陳澄諭

5D 關皓雅 6B 李莃晴

4B 簡心悅 5A 劉子悠

5D 鄧幸瑩 6C 曾溢圍

4C 趙晞瑤 5A 王顥曈

5E 劉寶桐 6E 陳樂潼

4C 郭玟儀 5B 詹詩穎

6A 曹雪晴 4D 鍾慧艷

5C 陳姸之 6A 李穎晴

4D 丘旻巧 5C 郭曼喬

6B 張潣晴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初年級組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1A 郭凱瑤 1C 吳宛其

2A 陳依彤 2D 鄭筠霈

1B 區可頤 1C 鄧立怡

2A 林巧澄 2D 劉心弦

1B 張沚允 1D 朱諾同

2A 王慧仙 2D 劉紫盈

1B 蕭倚蘭 1E 趙梓晴

2B 蔡佳宜 2E 葉雨晴

1C 丘子瑩 1E 郭芷睿

2C 李美熹 2E 李翹伊

1C 簡美元 1F 曾穎琳

2C 吳子嶠 3B 王顥凝

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獨舞）

甲級獎 6B 李莃晴

書畫班

2018華夏兒藝全國少年兒童

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團體 一等獎

特等獎 4A張靖瞳

一等獎

3B 王躍熺 5D 劉倇攸

6E 林家慶 4D 梁韻熙

6A 唐心兒 

張灝琳（畢業生）

5A 陳曉諾 6A 歐芷穎

5A 冼煥鏵 6A 溫翠瑜

二等獎

2A 劉奕彤 3E 劉凱楠 

6A 李穎晴 2D 鄧晴茵 

4C 鄭嘉浩 6A 李卓彥

3A 嚴詠淇 4D 吳穎霖 

6D 余心賢 3A 陳彦津 

5B 傅映晴 6E 陳伊晴

3B 王顥凝 5B 蘇鎧淇 

黄研宙（畢業生）

3E 李芯悠 5E 李穎昕

三等獎

2C 梁梓謙 4A 張珈童

5A 王顥曈 2C 吳卓霖

4B 林雋彥 5B 李妍葦

2D 陳柏麗 4C 張熙諾

5B 駱曉瑩 3D 冼睿萱

4D 丘旻巧 5D 張樂天

3D 鄭灝瑤 4D 李沛軒

5E 吳穎曈 4A 溫芷悠

5A 黄舒苗 5E 黃慧茵

4A 文曉筠 5A 賴紫蕎

6E 胡子韻

視藝科

2019年香港花卉展覽及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小學組高級組季軍 5B 王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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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強入圍獎 5D 劉倇攸

Lohas Expo慢食煮意填色比賽

1D 廖霆翀 4A 王焯滔 5D 劉倇攸

2B 沈衍仁 5A 劉子悠 5E 王焯衡

3A 張啟進 5B 王御心 6B 歐芷穎

獎項未能全數登刊，只能輯錄部份，

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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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一年級） 學生姓名

學業獎全級第一名
李榮基獎學金

1D 伍俊燊

學業獎全級第二名
黃英就獎學金

1A 林憫祈

學業獎全級第三名
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1C 廖子皓
1A 陳仟悠

全級進步獎
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

名譽會長鄧鎔耀獎學金

1E 林樂蓓 
1E 李思浚

中文獎 林家禮獎學金 1D 伍俊燊

英文獎 林家禮獎學金 1D 伍俊燊

數學獎 林家禮獎學金 1E 溫健楓

常識獎 林家禮獎學金 1D 伍俊燊

普通話獎 林帝興獎學金 1D 伍俊燊

操行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1A 陳仟悠

1B 黎子瑤

1C 張曉埼

1D 劉瀚升

1E 甄樂雯

1F 伍祈殷

獎項（四年級） 學生姓名

學業獎全級第一名
魯義和獎學金

4A 何秀慧

學業獎全級第二名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4A 林雪晴

學業獎全級第三名
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4A 梁展誥

全級進步獎
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

名譽會長馮育祥獎學金

4C 王子喬
4E 張鈺賢

中文獎 林家禮獎學金 4A 何秀慧

英文獎 林家禮獎學金 4A 冼慕言

數學獎 林家禮獎學金 4A 何秀慧

常識獎 林家禮獎學金 4A 陳希翹

普通話獎 林帝興獎學金 4A 曹恩朗

王威信體學兼優獎
4B 彭仁天

4B 黎明心

操行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4A 何秀慧

4B 劉晞琳

4C 趙晞瑤

4D 劉倬霖

4E 劉晞桐

獎項（六年級） 學生姓名

學業獎全級第一名
李榮基獎學金

6D 張珈瑄 

學業獎全級第二名
黃英就獎學金

6A 陳卓豊 

學業獎全級第三名
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6B 周俊宏 

全級進步獎
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

名譽會長黃永興獎學金

6E 陳昭宏
6D 梁悅盈

中文獎 林家禮獎學金 6A 郭 柔 

英文獎 林家禮獎學金 6D 張珈瑄 

數學獎 林家禮獎學金 6D 張珈瑄 

常識獎 林家禮獎學金 6B 陳凱恩 

普通話獎 林帝興獎學金 6B 李東兒 

王威信體學兼優獎
6A 柯政良

6B 曾繁芊

操行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6A 岑諾霖 

6B 曾繁芊 

6C 廖子潁 

6D 張珈瑄 

6E 陳伊晴 

《學業龍虎榜》18-19年度 獎學金 

2018/19胡禧堂獎學金

獎項 學生姓名

呈分試全級學業成績第二名 6A 陳卓豊

2018/19梅真理獎學金

獎項 學生姓名

呈分試全級學業成績第一名 6D 張珈瑄

2018/19年度體藝獎〈戴權獎學金〉

獎項 學生姓名

視藝傑出表現獎 6B 歐芷穎 6B 張潣晴

音樂傑出表現獎 6B 陳凱恩 6B 李東兒

傑出運動員 6A 柯政良 6B 曾繁芊

2018/19林家禮獎學金

獎項 學生姓名

呈分試全級學業成績第三名 6A 郭 柔

獎項（二年級） 學生姓名

學業獎全級第一名
鄧乾新獎學金

2B 盧卓宏

學業獎全級第二名
黃英就獎學金

2C 劉峻熙

學業獎全級第三名
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2E 甄柏琳

全級進步獎
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

名譽會長文富穩獎學金

2D 陳坤洋 
2A 盧穎芯 

中文獎 林家禮獎學金 2C 梁頌晴

英文獎 林家禮獎學金 2B 盧卓宏

數學獎 林家禮獎學金 2B 盧卓宏

常識獎 林家禮獎學金 2A 吳昊燊

普通話獎 林帝興獎學金 2A 吳昊燊

操行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2A 唐巧兒
2B 盧卓宏
2C 黃雅忱
2D 何欣橋
2E 溫菁琳

獎項（三年級） 學生姓名

學業獎全級第一名
魯義和獎學金

3A 林顥庭

學業獎全級第二名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3A 劉展蕎

學業獎全級第三名
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3A 張啟進
3B 黃熾楊

全級進步獎
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

名譽會長邱志堅獎學金

3C 吳浩謙 
3E 姚旨翹

中文獎林家禮獎學金 3B 黃熾楊

英文獎林家禮獎學金 3A 林顥庭

數學獎林家禮獎學金 3A 林顥庭

常識獎林家禮獎學金 3A 林顥庭

普通話獎林帝興獎學金 3A 湯敏祈

操行獎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3A 張啟進
3B 趙梓柔
3C 李心瑜
3D 梁煒晴
3E 彭穎彤

獎項（五年級） 學生姓名

學業獎全級第一名
王裕民獎學金

5A 劉子悠

學業獎全級第二名
黃英就獎學金

5B 伍詠怡

學業獎全級第三名
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5B 王御心

全級進步獎
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

名譽會長單洋柏獎學金

5E 羅梓桐 
5C 梁梓盈

中文獎 林家禮獎學金 5B 歐陽逸芝

英文獎 林家禮獎學金 5B 王御心

數學獎 林家禮獎學金 5A 梁誌浩

常識獎 林家禮獎學金 5B 伍詠怡

普通話獎 林帝興獎學金 5B 王御心

王威信體學兼優獎
5A 聶永灝

5B 李妍葦

操行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5A 王顥曈

5B 伍詠怡

5C 郭曼喬

5D 郭志熙

5E 黃婧蕎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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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元朗欖口村路21號

電話：2478 1230

傳真：2478 0323

網址：http://www.sylgps.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