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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元朗官立小學以「博、愛、信、誠」為校本德育及公民教育核心價值觀，營造本校重德重仁的校風文化，成為學生待人處事的內涵與修為。

本校致力培育同學自律守規，養成尊重、誠實有禮、愛惜自己、關懷別人的良好美德。

　　在疫情期間，學校透過不同的學習模式，支援學生在家學習。學校在第一至

四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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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階段安排家長到校領取學習物資，讓學生利

用實體課本、作業及補充習作，再配合錄像教學短片，進行在家自學。在第六階

段，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四科進行網上實時視像教學及錄像教學，讓同學透

過實時視像教學的模式進行學習，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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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時視像教學全校平均出席率達82.3%，

未能參與實時課堂的同學，可以隨時上Google Classroom重溫教學片段。超過

90%家長認為「實時視像教學」及「錄像教學」的學習目標及教學內容清晰，同

學可於Google Classroom中重溫「實時視像教學」及「錄像教學」的短片內容、

溫故知新，對同學的學習有幫助。在這段期間，很感謝本校老師團隊積極參與實

時教學及錄製教學片段，亦很感謝家長的支持和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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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會繼續優化及規劃有系統的教學活動，提升學與教的效能，並透過多元

化策略，全面發展學生的潛能。期盼同學繼續實踐學校的校訓「樂學展潛能、律

己務善群」，做個負責任、品學兼備、與時並進的好「南兒」。

劉婉珊校長校長的話

BBL教研團隊
　　小組討論後大多是匯報分享的環節。當老師請每組最高的組員起立時，其

他成員因預計不用匯報而鬆一口氣，但站立的那些組員卻因獨自負責匯報而緊

張。不知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呢？如果課堂上有太多「已知之數」，就會變

得呆板乏味。

　　老師說：「請站立的組員決定由誰匯報。」就這一句，課堂氣氛頓時活起

來了。這些調節課堂氣氛和增加組員互動的意念是源於「腦科學及思維為本教

學策略」(Brain-Based Learning, BBL)原則。

　　南元朗官立小學於多年前已引入「腦科學及思維為本教學策略」，將有關

教學策略加強自主學習和課題剖析的元素，並校本化為「教學微技巧策略」。

多年來我們持續優化教學，令課堂更能因應學生思維特性與課程脈絡來設計，

令學生學習更有效率。

　　除了營造良好的課堂氣氛、增加學生互動和提升學生參與率外，本年度的

教研團隊亦會就高階思維教學設計進行探討，務求令學生掌握高階思維技巧，

從認識、記憶和運用的層面提升到能自行分析、評鑑和綜合創新，令學生具備

所需的解難能力。

高階思維與高效互動的教學策略
伍海華主任

■ 老師專心聆聽，學習
於課堂上加入肢體回

應提高課堂參與率。

■ 全體老師參加 BBL 工作坊，學
習最新的教學策略。老師積極
參與，學習於課堂中加入思維
教學，提升學生的高階思維。

■ 分組討論後，老師們

輪流分享經驗。



同根同心
　　為了加深學生對海上絲綢之路的認識，加強了解中港兩地的關係，從而擴闊學習視野，豐富生活

體驗，本校響應教育局資助之「同根同心—香港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2019/20）」，帶領全體

五年級學生乘坐高鐵參與「海上絲路發祥地-廣州(高鐵)」交流團，進行兩天一夜的境外學習活動。

　　這次旅程中，同學們在天朗氣清的天氣下參訪廣州多個景點，當中包括「懷聖寺」、「西漢南越

王博物館」、「廣州十三行博物館」和「黃埔古港歷史陳列館」。參訪期間，五年級同學均表示是次

交流活動是一次既充實又愉快的學習經歷，讓他們親身到訪廣州了解該地作為海上絲路發祥地的重要

性；另外，不少同學表示這兩天讓他們擴闊眼界、獲益良多，並希望日後能有機會再次參加其他境外

學習活動呢！

廣州探索海上絲路發祥地—寓學於樂
朱影珊老師、梁海健老師、葉志聰老師

■	參觀西漢南越王博物館後，當然要拍照留念啦！■	參觀後，師生們在廣州十三行博物館前拍照留念。

■	同學們都專注地細聽館內導賞員的講解。

■	不少同學首次乘坐高鐵，心情十分興奮！■	「一家人」吃飯，我們互相照顧。

　　新學年開始，除了同學們做好開學的準備外，本校家長教

師會也為學校教職員獻上祝福。為了感激師長無私的奉獻，家

教會於每年九月的開學週都會舉辦「敬師日」活動，讓家長們

送上衷心的祝福，祝願每一位教職員工作順利。

　　在生活急促繁忙的都市裹，家長的工

作十分忙碌，同時面對教育子女的煩惱和

其他不同的壓力，所以本校家教會希望透

過不同的活動，幫助家長建立一個互相支

持的網絡。農曆新年期間，家教會舉行了

「切割水仙球研習班」應節，也增加家長

交流的機會。期待下一次家教會活動也能

得到各位的支持。

朱影珊老師

■	本屆家長教師會委員與教職員的大合照。 ■	家長都認真地切割水仙球呢！

■	家長們都專心聆聽導師的講解。

■	看看校長、教職員和家長切割成功的水仙球。

「敬師日」活動 「切割水仙球研習班」

家長教師會

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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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大會堂合照

■	遊覽皇家園林 - 頤和園世界機器人博覽會 2019■	參觀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

■	北大和清華 STEAM課程的成果

6B 吳宥燊
　　這個漫長的暑假裏，我參加了由教育局主辦的基

本法大使延伸活動—香港師生學習團，目的地是我

國首都北京，這個古色古香的城市是我獨自出遠門的

首站。

　　這次行程十分豐富，我最難忘的是和跳水冠軍李

娜和航天員楊利偉見面。他們的分享使我明白到成功

並非一步登天，而是經過堅毅刻苦的訓練。我們還參

加了由北大和清華的教授為我們特設的STEAM課程和

講座。起初我們都擔心應付不來，但教授的講解深入

淺出，又讓我們動手做實驗，使我們認識了液態金屬

和現今機械人的發展。

　　此外，我們也遊覽了不少名勝古跡。我最喜歡頣

和園，它是國家4A級旅遊景點和國家文化遺產。那裏

風景優美，具有歷史價值。藍天綠蔭下的昆明湖顯得

格外迷人，我們須保育這個皇家園林。

　　這趟北京之旅豐富了我的人生閱歷。我認識了很

多新朋友，我們由生疏唐突相處至打成一片、互相照

顧。我也學會照顧好自己。這次學習團真是令我獲益

良多呢！

5A 王顥曈
　　這個悠然自在的暑假裏，我參加了「香港師生學習團」，目的地是有「中國『四

大古都』之一」美譽—北京。

　　北京作為中國首都，名勝古蹟自然多不勝數，例如北京大學、人民大會堂、首都

博物館……赫赫有名的頤和園更是數一數二，也在這趟旅程中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

象。

　　頤和園是清朝時期的皇家園林，坐落在北京西郊，佔地約二百九十公頃，前身為

清漪園。它參考了杭州西湖及江南園林的設計手法，因此別具特色，更被譽為「皇家

園林博物館」。園內分為許多部分，包括中西合壁的石舫、像壽桃的昆明湖、由橋、

島和涼亭組成的「烏龜」、畫上中華文化的長廊……原來頤和園並非一直都如此井然

有序，它是經悉心保育後才有現今的面貌。追溯至清朝時期，它曾經歷約兩次改建和

三次破壞。

　　「北京學習團」令我獲益良多。不論是跳水冠軍李娜教導我們要有堅毅、決心和

愛心；楊利偉少將告訴我們任何東西並非工作，而是責任；還是楊博士說的三大總結

一我們要了解祖國歷史、要珍惜「一國兩制」、要為華夏子孫感到自豪，都讓我一生

受用。我亦領悟到祖國的繁榮是前人努力的成果，再經過經年累月，才成就了現在。

作為後輩，我們應該盡力守護並發揚光大，為現在和未來而奮鬥！

5A 劉奕辰
　　我在清華大學的遊歷至今仍歷歷在目。

　　清華大學是世界著名高等學府，坐落於北京西北郊的清華園，被譽為「工程師的

搖籃」。它曾改名四次、遷移三次，最後搬回原址，更名為清華大學。經歷了「211工

程」和「985工程」後，清大在學科建設、人才培訓、師資和科研等方面均踏入了一個

新階段。

　　清大裏到處都是古色古香的建築，濃厚的學習氣氛遍佈整個校園。我從志願者口

中得知，著名作家朱自清的作品—《荷塘月色》，正正就是描繪清大的荷花塘呢！

　　我還參加了由清大主辦的「STEAM」活動，過程中我學會了如何利用液態金屬製

造電路板，真是獲益良多。這次交流中，我領悟到「少年強，則國家強」的道理。

香港師生學習團 2019（北京）
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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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拍下「佳句」

留待寫作之用

電子學習
　　教育局一直鼓勵學校發展資訊科技教育，推動學生自主學習。教師可運用網上教學平台，透過系統對學生剛上載的練習作即時回饋，以及把教

學內容預先拍成短片上載平台，讓學生在家中預習，稍後在課堂時作更深入的討論。本年度中文、英文、數學和常識四科逐步推行電子教學，以配

合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的新趨勢。

黃微麗主任

4A 黃裕晴
　　想起那天中文課的電子學習體驗，真是既充實又有趣。老師派發每人一部

平板電腦，我們都十分驚訝。然後，老師一本正經地對我們說︰「今天我們會

運用平板電腦來學習語文。」待老師講解後，我們便回答她在平板電腦上設置的

問題，我們都非常高興呢！然後，老師顯示全班同學的學習情況，再進行即時回

饋，把難點解釋得清清楚楚。我們都很期待下一次電子學習課呢！

4A 劉展蕎
　　今天真是一個愉快的學習體驗，老師教授我們「四種說明事物的方法」。首

先，我們運用已有知識回答平板電腦上的問題，同學表現得十分雀躍投入。老師

進行即時回饋，解答我們的學習難點。此外，我們分為四大專家小組，討論預先

搜集的資料，再用平板電腦拍下「佳句」，有助我們回到自己的小組時進行寫

作。我覺得今天的課堂活動有趣極了，讓我對寫作產生濃厚的興趣。

■	老師運用平板電腦進行教學活動

■	Students were highly engaged and had fun in the e-learning lessons.

■		同學們都十分認真呢！

■	同學們在課堂上運用

	 平板電腦來完成工作紙

■	「專家們」正在熱烈討論呢！

中文科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Technology
English Programme (E-learning)

常識科

葉琼恩老師、馮龍生老師、蔣偉杰老師
Ms Wong Siu Wai, Ms Wong Mun Yin and Mr Yu Hok Kan

 張美華老師、冼文騌老師、朱影珊老師

　　本年度中文科首次在四年級推行電子教學。我們針對語文科的特

點，進行了電子學習活動。由於寫作說明文對學生並不容易，所以我

們要學生以協作的形式來創作說明文的小段，讓他們感到較為容易，

並會喜歡這種寫作方式。首先我們教授學生說明事物的方法，再善用

Nearpod資源輔助教學和評估學習效能，進行即時回饋，釐清概念。此

外，學生分為專家小組，分享課前所搜集的資料，利用平板電腦的拍攝

功能，把在專家小組內所獲得資料收集起來，再回到小組內進行寫作。

　　學生的表現積極投入，而協作寫作活動期間，他們的反應也十分熱

烈。我們深信電子學習有效提升學習動機、加強課堂的互動性，引發學

生對寫作的興趣。以下是小四學生的感想：

Our pupils have positive evaluations on e-learning based on the past 
experiences. Therefore, our English teachers continue to promote e-learning in 
Primary four and fi ve classes in order to further develop self-learning and cater 
for individual diff erences.

Two textbook units were selected to implement e-learning lessons. The 
unit for Primary four was ‘New Year Resolutions’ and for Primary fi ve was ‘While 
Aunt was away’. During the lessons, pupils fi rst acquired the vocabulary items 
and sentence structures. Then they completed the tasks on iPads and the task 
books to consolidate what they learnt in class. 

Apps such as Nearpod and Videolicious have been used. Pupils could 
check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do revision through the interesting quizzes and 
games. Classmates could give ‘likes’ to the good work or ideas in the sharing 
sessions. Finally, they could use these ideas to write a letter or an email. They 
even recorded videos to tell others what they wrote! 

Pupils enjoy learning and interacting with their peers on iPads. We hope 
that more pupils could experience, explore and benefit in the e-learning 
lessons. 

　　本年度常識科繼續優化三至五年級課程和發展六年級課程。老師指導學生善

用平板電腦Apps、QR Code、拍攝、錄影和互聯網等資源，以小組協作的形式進

行實地考察。三至五年級各設學習主題，以校園遊蹤形式，由老師帶領學生一邊

遊覽校園，一邊使用電子器材學習。六年級則以單元學習形式，在課堂上運用電

子工具探究太空。綜合應用本科知識和運用專題研習技能，包括觀察、閱讀、記

錄、分析、解難和協作等，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讓常識科的學習更生活化。

■	解難「拍住上」

數學科
張楚枝老師、鄒金花老師、趙盛豪老師

　　本年度數學科繼續優化各級課程，在五個

教學範疇推行電子教學，分別是「數」、「圖

形與空間」、「度量」、「數據處理」和「代

數」。老師根據議題和原理來設計電子教學，

提升學習成效。我們善用GeoGebra、Kahoot、

Nearpod、互聯網等資源輔助教學和評估學習

效能。工作紙上的QR Code亦可讓學生即時連

接電子教具作自學和研習之用。

　　上學期的電子學習課堂暢順，學生積極投

入。我們深信電子學習有效提升學習動機、加

強師生互動、照顧學習差異和多樣性。

■	電子學習真是愉

快有趣啊！

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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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教育在南元小
　　相信STEM一詞對南元小的同學並不陌生。STEM是指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與數學（Mathematics），顧

名思義，就是結合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四個專業領域的學習與實踐。

李淑儀主任

2019-2020 STEM 教育校本支援計劃

「東華三院兩生花 STEAM 探索之旅」活動

　　為了推動STEM課程的發展，本校於本年度參加了優質教育基

金主題網絡計劃—透過自主學習策略推動STEM教育。此計劃由

「香港大學電機電子工程系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為學校提供校本

支援服務。

　　在專家支援團隊的帶領下，本年度選擇的專題研習課題是「製

作濾水器：結合Micro:bit進行測試」(四年級)。雖然此計劃只開展

了半個學期，而原定於下學期推行的教學內容及活動因新冠肺炎疫

情引致停課而未能如期開展，但停課不停學，為了令同學們在復課

後能跟上學習步伐，學校特意在「第五期停課期」開始為同學提供

錄像教學短片、配合學習的預習工作紙和網上工作紙等，期望同學

們在停課期間仍能運用自主學習的策略，預先進行前半部份的學

習。

　　各位同學，這次疫情使大家經歷了一段漫長的停課期，期間同

學們只能以錄像教學的形式來自習前半部份。不過，這不正是一個

可讓大家真正體驗自主學習策略的最佳時機嗎？

　　於2019年12月14日，李淑儀主任及周益彰老師帶領了30位四、五

年級的學生，參加「STEAM探索之旅」。此活動由「東華三院兩生花社

會企業」主辦，內容不但結合了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 和數學(Mathematics)，亦滲入了藝術(Art) ，是一個結合五

大知識領域的跨界別教學活動。

　　當天活動分為四部分，學生以小組形式輪流參與四個學習活動，包

括「園藝手作」、「水耕種植」、「360探索體驗」和「實驗廚房」。活

動內容結合創新科技與藝術創作，連繫生活體驗，有助培養學生多元思

考的能力和引導他們探究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以延續綠色社區的理

念。

　　學生都表現得非常雀躍投入，特別是「實驗廚房」和「360探索體

驗」，讓學生大感興趣和充滿好奇心。不少學生在活動期間大呼好玩，

更有學生認為自己很幸運，能在眾多報名者中成功被抽中參與。

　　由此可見，是次活動確實令同學們大開眼界，獲益良多！

■	透過這段教學短片，我們發現

原來水有那麼多的用途呢！

■	同學們試一試，如何運

用micro:bit 設計計時器

的程式來測試濾水器的

過濾時間是多少？

■	想不到這個「STEAM探索之旅」的活動地點是在這間「兩生花花店」

內，甫進入花店已令學生好奇心大增，大家都充滿期待。

■	學生對於「實驗廚房」的學習活動最感

興趣。當蝶豆花遇上測試樣本，會變成

甚麼顏色呢？大家都全神貫注地用試管

和試紙進行測試，表現投入認真！

■	同學們進入 360°影像廳，進行 360°

探索體驗觀賞全視角影片，模擬罝身

於現場探索社區，大家都非常雀躍！

■	同學們認識各式各樣的草

本植物，以多感官感受植

物的形態；亦親手製作園

藝和花藝作品，實踐學習

所得，大家均滿載而歸。

■	同學們參觀水耕種植裝置，

認識水耕原理和垂直種植之

生態系統。他們亦不忘試吃

新鮮採摘下來的有機蔬菜，

大家似乎都吃得津津有味！

■	同學們需測試濾水器的過濾物料和

排放物料的次序，然後合力製作一

個簡單的濾水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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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找出錯別字

全方位學習日 －切身體驗、豐富學習

常識科
張美華老師、朱影珊老師、冼文騌老師

　　常識科科普活動以STEM為主導，學生透過體驗式學習進行探究和實驗，藉此加強他們對科技的好奇與興趣、

培養觀察、溝通、批判性思維和創意思維能力。

　　除了五年級外，留校的其他級別進行不同學習主題的STEM實驗活動。一年級主題是「製作3D眼鏡」，學生

體驗雙眼視差和學習紅藍3D眼鏡的原理；二年級主題是「發光卡」，學生測試不同燈光的配搭，並認識導電體與

絕緣體；三年級主題是「DIY磁石小車」，學生透過設計磁石小車來測試磁石相吸、排斥的特性；四年級主題是

「DIY萬花筒」，學生運用生活中鏡面反射來設計喜愛的玩具；六年級主題是「電磁鞦韆DIY」，學生探究電的磁

效應。 ■		三年級DIY磁石小車

黃微麗主任

　　「全方位學習」是把學習空間從課室拓展到其他環境，讓學生獲得非一般課堂體驗。這些切身體驗令學生更有效地掌握一些單靠課堂學習難以

達到的學習目標，例如培養日常生活中的解難能力，培養為社會以至人類謀福祉的正面態度。本校於十一月二十一日舉行「全方位學習日」，學生

參與了中文科、普通話科和常識科活動，學習課本以外的知識，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

普通話科
黃詠琴老師、羅佩珊老師

　　普通話科老師選取以中華傳統文化為題的影片，讓學

生了解春節的習俗，培養他們對傳統文化的認識和提升普

通話的聆聽能力。影片讓學生認識春節物品的粵普對譯，

他們運用所學的普通話語音知識來完成相關工作紙，成功

達標者(最快完成並答對題數最多者)可獲取印章。學生們

均積極投入活動，享受學習普通話的樂趣。

■		觀賞普通話短片

■		專心聆聽遊戲規則

中文科
葉琼恩老師、馮龍生老師、蔣偉杰老師

　　中文科老師安排了「找出錯別字」活動，讓學生從中培養糾正錯

別字的習慣，避免書寫錯別字。

　　為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老師先向學生展示日常所見的各類廣

告，引導學生思考設計師如何於廣告中故意使用別字（同音字或近音

字），讓人產生聯想，令廣告更具吸引力、含義更豐富。然後，學生

合作完成「找出錯別字」的挑戰，最後再進行師生討論。寓學習於活

動讓學生對所學的有更深刻的印象。

■		留意廣告中的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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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情教育短片的小主播們

　　學校每月舉行升旗儀式，升旗隊員大清

早便回校作好準備。隊員士氣高昂，堅守信

念，踏着堅毅的步伐向前走。隨着悠揚的樂聲

奏起，國旗隨隨上升，同學們都齊聲高唱國

歌，充份體現了歌詞中「我們萬眾一心」的精

神。儀式完結後，師長給同學們送上「旗下講

話」，語重心長，我們都會銘記於心。

　　學校在十月份舉行了班口號演示比賽，培養學生的自律性、責任感和加強他們對班別的歸屬感。班主

任和學生一同設計口號，然後進行練習。比賽分高、中、低年級組進行，本年度高級組冠軍為6A班，中

級組冠軍為3E班，低級組冠軍為2C班。在此恭喜勝出的班別，以下是得獎班別學生的感受：

　　又到星期四了！我們已交妥功課，安坐課室，等待晨光廣播節

目。南元小的學生樂於學習，在每次晨光廣播節目中，劉校長也會以

溫婉的聲線聯同小主播帶領我們進入廣播天地，那裏是培養我們好品

格的天地，讓我們學習禮義廉恥，做個樂善勇敢、尊師重道的好南

兒。我們定當謹記「樂學啟能，三思他人，南兒修為，一生伴行」。

　　德育聯課是南元小價值教育

的重要環節之一。逢星期三，我

們會以多媒體輔助教學的形式推

行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內容包

括國情教育、德育教育和其他價

值教育主題，課程分為高、中和

低年級三個程度進行，以兩年為

一個循環，讓學生能透過觀賞德

育短片來認識不同的主題知識。

國情和德育小主播會帶領同學以

日常的家庭和學校生活反思短片

帶出的訊息，讓同學透過討論和

分享建立良好的價值觀，實踐南

兒修為，做個好南兒。

■	班主任帶領同學討論，令

我們明辨是非。

德育及公民教育
林惠祺主任、潘碧珍主任、伍海華主任

班口號演示比賽 - 班級經營之道

晨光廣播

德育聯課

6A 王顥曈
　　我班再度奪冠，我的心情百感交集。首先是「酸」。

在公佈結果的時候，我感到一陣心酸。因為班主任不能親

眼目睹我們站在舞台上的風采，加上這次是小學生涯最後

一次的「班口號比賽」。想着想着，我竟然熱淚盈眶，淚

珠快要奪眶而出了。

　　接着是「苦」。回想起練習的日子，覺得挺辛苦的。

單是背誦口號就花了我三天時間，配合語氣和動作，就更

不用說了。最後是「甜」。當老師讓我們再次上台表演

時，我露出甜蜜的笑容。站在台上，段段回憶都歷歷在

目。我們以響亮的聲線朗讀口號，「苦」和「酸」早已拋

諸腦後，迎來的只剩下甜絲絲的笑容。

3E  陳樂芝
　　我班在班口號比賽中獲得中級組冠軍，我感到非常高

興和光榮。我們團結一心，還很努力練習，我為我班感到

驕傲。我很感謝班主任的教導，在訓練過程中，她不斷糾

正我們的錯誤。這次比賽讓我明白到做好一件事要專心一

致，而且要不斷努力練習，不斷改善，才能取得好成績。

6A 劉子悠
　　「我們成功了！我們成功了！」一聽到評

判宣佈我班奪得「班口號演示比賽」冠軍，大

家都相擁而笑。回想起當初的苦練，那根本不

算得上是甚麼……

　　當初大家一邊背誦班口號，一邊想動作，

很不容易背好這個句子，又忘了那個動作，我

們開始感到氣餒。但我們並沒有真的放棄，經

過一番苦練後，終於「皇天不負有心人」，大

家都把動作和口號記得滾瓜爛熟，並在是次班

口號演示比賽中奪得冠軍。

　　雖然我們獲獎了，但我們仍會堅持「勝不

驕，敗不餒」的精神，不斷改善、不斷進步。

正所謂「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	南元小學生尊重守禮，內心充滿抱負，

期盼將來為國爭光。

■	馮副校分享十一月月訓《承擔盡責》，「好南兒」都全神貫注地聆聽。
■	小主播以清脆悅耳的聲音暢談

	 本月月訓《樂學勤學》。

■	高級組冠軍 6A班 ■	中級組冠軍3E班 ■	低級組冠軍2C班

升旗隊及旗下講話

2C 戴悅澄
　　我班勝出了班口號比賽，我感到很開心，

因為全班同學一起用心地設計和練習動作。我

覺得這次比賽很有趣。多謝文老師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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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 Reading & Writing (PLPR&W)
A Fun and Inclusive Way to Learn ENGLISH

INTRODUCTION
PLPR&W is geared towards the teaching of literacy with a focus on READING and WRITING. The following is a bird’s-eye view 

and path of how we at SYLGPS engaged with this Programme by encompassing the following components.

Ms Akoojee

■	What a lovely English Room!

■	We are making delicious cupcakes!

■	We are practising 
the  d igraph ‘ th’ 
sound. Do we look 
funny?

■	Reading strategies

1. LANGUAGE- ENRICHED ENVIRONMENT
 Children need an environment full of language to learn, to read 

and to be able to communicate through speaking and writing. This 
makes teaching and learning easy and fun.

5. Classroom Arrangements
 Group-work!  I t  is  a t ime for  shar ing and also working 

independently. Teachers get to conference with students in a non-
threatening way to assess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students.

6. EXPERIENTIAL LEARNING
 Students have lots of fun doing and making things in the lessons.

7. ACHIEVEMENTS
 Students are motivated 

by seeing their work 
going up on the Board.

8. SUPPORT
 The EDB-NET Section 

p r o v i d e s  c o n s t a n t 
support. This bodes well 
for the success of the 
Programme.

WORDS OF ENCOURAGEMENT
Learning a language is a SKILL. The more you practise 

the better you get at it. So …READ! READ! REA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3. READING
 Reading helps young children develop their language skills and it 

also helps them learn to listen. PLPR&W caters for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Reading Aloud, Shared Reading, Guided Reading and 
Independent Reading to help them become confi dent readers.

4. WRITING
 The writing exercises are an extension of the reading component. 

Besides modeling the writing exercises with the students, they 
also get an opportunity to SHARE-WRITE with the teachers.

2. CO-TEACHING
 Students have the luxury of 

having two teachers and a 
Classroom Assistant to help 
and guide them a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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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s are highly engaged in 
acting out their roles.

4A Yau Yau Chiu Tsz Yau
Friday afternoon is my favourite session when I 

have drama lessons. Yippee!
I was encouraged by Ms Tsang to join the Drama 

Club in P.2. My first role on stage was a rolling egg, 
which was a minor role, but I still found it enjoyable 
being a part of the play!

Last year, I acted as a pirate teacher. I learnt 
to speak with confidence and show my feelings 
through gestures as well as facial expressions. I was 
overjoyed when I won the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This year, I play the role of a young doctor. Our 
team has put lots of efforts into preparation. I hope 
we could have a chance to perform in the Hong Kong 
Drama Festival after school resumes.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all 
the drama teachers for their support. I believe there will 
be more schoolmates joining us in the coming years.

6B Justin Lei Tsz Him
When I was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Drama Club, I was surprised but nervous 

at the same time. I worried that I would not be able to do it, but my drama teachers kept 
encouraging me and teaching me how to act with feelings. I remember that I was terrifi ed 
in my first performance, which did not go that well as a result. Fortunately, my friends 
comforted me and motivated me to continue. 

I have been in the club for three years.  I have learnt many important things, including 
self-confi dence and team work.  I can now truthfully say that I am fully confi dent when 
performing in front of the audience. I am so glad that I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join the 
Drama Club,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precious memories in my school life.

6A Janice Li Pui Ling
I have been a Drama Club member for a few years and so far I have played many 

challenging roles.  During these years, I have learnt that drama is not a ‘one-man show’. 
We have to work as a team for successful performances. Therefore, we should always 
encourage and support one another. Although the way to success is sometimes uneasy, 
we should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and work through the diffi  culties.

The Drama Club is always full of laughter, joy and happiness. I am very happy being 
a part of this club and I enjoy every moment in it.

Drama Club

Ms  Akoojee
The Drama Club has now been running for three years. What an exciting ride these last three 

years has been! We were acutely aware that our students were not exposed to much English 
outside of school, so that was how the idea for the Drama Club was mooted. It was to offer our 
students opportunities to speak English in a relaxing environment, one that was immersed in lots of 
fun activities and ample opportunities for creativity.  

The students gradually became stars of the stage, singing and dancing as well as speaking with 
such confi dence and eloquence. It has certainly boosted their sense of self-esteem.

And they were handsomely rewarded for their hard work. They walked away with som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awards in the Hong Kong Drama Festival. They were even invited to perform at the 
Yuen Long Theatre. It has been the crowning glory for our students. They soon realised that learning 
English need not be a painful, burdensome or a stressful exercise. In fact, it could be fun. They 
also learnt that success comes with hard work.  We wait with abated breath to see if we will get the 
chance to perform at the Drama Competition this year. 

The Drama Club also turned out to be every teacher’s dream. It is amazing to see the students’ 
evolution from shy, unsure, scared and ‘What am I doing here?’students to absolutely confi dent ‘I 
have a right to be here’ youngsters. They do not focus on what they cannot anymore but rather on 
what they can. 

It is pure joy watching the students making a beeline for the English Room every Friday 
afternoon, their enthusiasm to get involved in the play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a very audible sigh of 
disappointment when the lesson comes to the end. Which teacher wouldn't want that?

■	Drama turns  the 
actors into confi dent 
English speakers.

■	We are cows. Moo-moo!

■	Drama helps build teamwork and friendship. ■	Students performed the theme song happ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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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水運會 英姿煥發化身小飛魚
蘇慧峰老師、黃慧嫻老師

■	感謝友校熱烈支持，令南元小的水運會蓬蓽生輝。

■	感謝鄭校長、友校校長和家委到場指導。

■	恭喜所有獲獎的南元小健兒，希望你們能

再接再勵！

蘇慧峰老師、黃慧嫻老師

■	南元小健兒定

會盡展所能，

做到最好。

■	哨子聲一響，

小飛魚們馬

上躍入池內

大展身手。
■	不論有否獲得獎

項，盡力完成賽

事已心滿意足。

6B 李妍葦
　　兩年前，我站在觀眾席上看着學

長們宣誓，當時我便立志日後我要代

表全體運動員宣誓。終於到了今天，

我以運動員代表的身份站在池邊宣

誓。誓詞別具意義，因為它宣揚了體

育精神和運動員應有的態度。

6A 劉仲祐
　　得知這個驚人的消息後，

我感到既緊張又興奮，因為我

要在校長、老師、家長和同學

們面前宣誓。經過數天的訓練

後，我終於完成了這項任務，

還獲得師長們的盛讚。這次寶

貴的經驗令我獲益良多。

　　本校希望透過有益身心的體育競賽活動，培養同學參與游泳運

動的興趣，於2019年10月31日假元朗泳池舉行第三屆水運會。本校

希望透過游泳競技項目，磨練學生的堅毅意志及鍛煉強健的體魄，

從而培養學生抱有良好的體育精神。當天參賽同學則有186人，學

校希望透過每年舉辦的運動比賽，讓大家養成做運動的良好習慣，

希望同學充分珍惜機會，盡量發揮運動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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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的天空計劃」

　　體育課程的目標在於透過體育活動幫助學生發展體育技能，獲取相關的活

動知識，培養積極的態度，從而建立恆常運動的習慣，因此南元朗官立小學體

育科的發展計劃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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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增加學生參加多元體育活動的機會和發展學生的不同潛能，以優化

科本課程計劃，本校於2019-2020學年正式開展第二年的三年級「校本游泳課

程」。

　　「校本游泳課程」能順利進行，實有賴各方面的配合。首先，負責老師在

早一個學年已着手向多個康文署屬下的游泳池提交租用申請表，目的是要確保

有足夠時段可供上課。受着游泳池批核情況及天氣的限制，「校本游泳課程」

只能分上、下學期於課時內進行。其次，課程教學內容由體育科老師設計，再

由合資格的游泳教練協助教學。此外，為確保學生來往游泳池期間的安全，本

校更增設一名保母全程照顧學生。而三年級的體育課安排為「雙教節」，上課

時間定於午膳前兩節或午膳後兩節，以減少對其他學科的影響。

　　游泳課當天，體育老師會在課室內指示學生更換拖鞋和帶備游泳用品，然

後乘車前往泳池上課。上課完畢，學生會作簡單沖身及更衣後乘車回校，繼續

上課。

　　透過「校本游泳課程」，本校期望能提升學生的自理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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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透過問卷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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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去年提升了32%，本人深信往後參加校內水運會的人數會繼續

增加。

　　本校透過「校本游泳課程」，不但令學生強身健體，更切實地體現了校訓

中「樂學」和「律己」的精神。

　　本校在小四至小六推行「成長的天空計劃」，旨在輔助學生健康成

長和提升他們的抗逆力。我們舉辦了迎新活動、啟動禮、輔助小組、挑

戰日營、再戰營會、愛心之旅、親子營、家長小組和結業禮等。透過這

些課程和訓練活動，學生學習訂立個人目標、管理情緒和面對逆境，有

助他們建立正面的人生觀、提升社交和解難能力。

　　這次探訪中組員們各展所長：有的擔任小司儀主

持活動，有的表演樂器，有的當小老師教導幼稚園學

生做手工和派禮物。探訪之旅讓組員們建立自信和學

習關懷他人，還培養了他們互助互愛的態度和傳承南

元小服務社區的精神。

小四義工服務活動

蘇慧峰老師、黃慧嫻老師

 蕭煥銘主任

■	輔助小組 ■	家長小組

■	口才了得的小司儀

■	教練帶領我們做熱身運動，

然後講解和糾正我們「踢水」

的姿勢。

■	終於下水了！我們在池邊練

習後便根據教練的指示游到

不同範圍。

小義工訓練及愛心之旅：探訪天水圍翰林幼稚園

日    期：2019年11月29日(五)

任    務：擔任小老師，與幼稚園學生同樂

■	我們完成了愛心之旅，

	 很有成功感呢！ ■	記者訪問小朋友

3B 沈衍仁
　　逢星期一的體育課，我們都會到元朗游泳池學游泳。那是一

節很愉快的課堂，教練都很用心教導我們。最令我深刻的是教練

的提醒—「小心地滑呀！切忌奔跑！」

　　同學們都留心聽從教練的指示，乖乖的排隊，慢慢的步行，

開心的享受課堂。我們都急不及待，期望可快點上夏天游泳課。

3B 梁可晴
　　三年級體育課的學習單元中增加了游泳課。每次上游泳課我

都很興奮，因為我很喜歡游泳。老師帶領我們到元朗游泳池。換

好泳衣和做好熱身運動後，我們便排隊下水了。

　　經過簡單測試後，我被分到中級組。教練指導我們拿起浮板

進行踢水練習。我很喜歡上游泳課，因為游泳既可強身又可訓練

求生技能。我期待著下一節的游泳課到來。

■	幪眼解難

小三體育課程 三年級游泳課

■	看！小觀眾聽得多陶醉！ ■	小朋友一起玩得多麼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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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地野餐

樂逍遙

　　聖誕聯歡會於十二月二十日舉行，節目內容非常

豐富，包括禮堂「綜合表演節目欣賞」和「班聯歡」

活動。學生在當天欣賞各式各樣的音樂、藝術和話劇

表演，又與同學們在課室進行「大食會」和集體遊

戲。這天，師生互相傳揚愛心訊息，整個校園洋溢著

一片濃厚的聖誕氣氛。

  余學勤老師聖誕傳歡樂聖誕聯歡會

學校旅行
　　十一月五日是學校旅行日。一年級學生前往粉嶺香

港浸會園，二至六年級學生則到烏溪沙青年新村。當日

風和日麗，大家都度過了愉快的一天。

　　學校旅行日是難得的戶外學習經歷，讓學生們體驗

戶外群體生活，同時也增進同學間之交流。一年級學生

和家長們一起做小手工和享用美食，其樂融融。二至六

年級學生在寬敞的烏溪沙青年新村到處遊玩，有的在球

場上揮灑汗水，有的在樹蔭乘涼處閒談。旅行當日，歡

笑聲此起彼落，大家都盡興而歸。

戶外學習樂趣多  共度歡樂好時光
蔣偉杰老師

■	集體遊戲真有趣

■	手鐘手鈴表演 - 樂韻悠揚遍南元

■	最時尚創新的「聖誕帽」，

你想要一頂嗎 ? ■	校長也和聖誕

老人合照呢！

■	我們都很喜歡學校的聖誕禮物

■	台下的觀眾看得真投入呢！

■	音樂苗圃獻唱 -悅耳歌曲頌聖誕

■	英語話劇 ‘The Nativity Story’，演譯耶穌誕生的故事。

■	看我推

得多遠	

■	我們又推、

	 推入「龍門」

■

■	舞蹈表演真精彩

■	合唱團

	我們都很喜歡學校的聖誕禮物

 ‘The Nativity Story’ ‘The Nativity Story’，演譯耶穌誕生的故事。，演譯耶穌誕生的故事。

	手鐘手鈴表演 - 樂韻悠揚遍南元
■	音樂苗圃獻唱 -悅耳歌曲頌聖誕	音樂苗圃獻唱 -悅耳歌曲頌聖誕

	手鐘手鈴表演 - 樂韻悠揚遍南元	手鐘手鈴表演 - 樂韻悠揚遍南元

	我們都很喜歡學校的聖誕禮物

■	台下的觀眾看得真投入呢！

	最時尚創新的「聖誕帽」，

■	舞蹈表演真精彩	舞蹈表演真精彩	舞蹈表演真精彩	舞蹈表演真精彩

■	感謝家長們悉心準備豐富

的「大食會」啊！

■	小司儀把

表演的氣

氛推上高

峰

■	小司儀把	小司儀把	小司儀把

■	班聯歡真熱鬧啊！
	班聯歡真熱鬧啊！

■	親子齊做小手工 ■	來一場足球比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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