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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學校歷史

南元朗官立小學，是一所歷史悠久的百年官辦小學，由

政府始建於一九零四年，前身為元朗學校、屏山學校、

元朗小學、元朗官立上午小學，位於元朗坳頭，由教育

局直接管轄。為配合時代的轉變及未來的發展，本校於

2008 至 2009 年度由元朗坳頭友全街遷址至元朗欖口村

路及定名為南元朗官立小學，繼續為元朗區學童提供優

質的教育服務。

學校使命:

本校致力提供優良的學習環境及高質素

的教學活動，培養學生德、智、體、

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使學生能過愉快

的童年生活，邁向積極人生。學校禮堂正門上方是校友楊頌雅於 1996
年繪畫的《紅屋寫意圖》，其上方亦展
示了本校的校訓 ―「博、愛、信、誠」。

本校學校歷史館，於 2017 年
4 月 11 日開幕。

學校歷史

博 : 博學多聞

愛 : 愛人以德

信 : 信守不渝

誠 : 誠實可靠

學校祖訓

校訓：樂學展潛能 律己務善群

歷屆學校校徽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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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主任於星期一至五，上午八時

至下午三時三十分駐校為學生提供輔

導。同時，學校外聘社工對家長和學生

提供適切支援。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趙聿修紀念中學

天水圍官立中學

本校開辦一至六年級，一、二、四、

五及六年級各五班，三年級六班，

共三十一班。

全學年舉行兩次測驗

和兩次考試。

學生輔導服務

聯繫中學

班級編制

評估制度

學校管理委員會

學校於 1993 年推行學校管理新措施，設立學

校諮詢議會，其後於 1999 年成立本會，成員

包括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校長、社區人士代

表一名、校友會代表一名、家長代表兩名及

教師代表兩名，負責學校的管理、行政和運作，

監察學校的整體表現，確保學校持續發展，

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

管理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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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與組織

教師專業隊伍

教職員編制

本校共有教職員八十八

人 ， 包 括 校 長 、 三 位

副 校 長 、 九 位 行 政 組

主任、一位學生輔導主

任 、 一 位 學 生 輔 導 老

師 、 一 位 外 籍 英 文 老

師、四十八位教師、九

位教學及活動助理、三

位電腦技術員、十二位

校務處職員及工友。

本校教師全部持有教育文憑並 98.5% 取得大學學位，

33.8% 教師具碩士學位或以上的資歷；100% 英文科教

師及 100% 普通話教師符合語文能力基準要求。學校每

年按發展需要，定期舉辦校本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促進

校內的專業交流，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科目 教師數目 已達基準人數 百分比

英文 17 17 100%

普通話 7 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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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

本校重視團隊的專業發展，按學校、學科及教師個人層面規劃，以配合學校的長遠發展和教師的需要。

每年的教師專業發展日，本校均邀請專業人士到校舉行工作坊，以助加強教師的專業能量。此外，學校有系

統地進行學科教研，並透過備課、觀課和課後分享，促進專業交流，提升教學效能。全校發展重點之一的「腦

科學及思維為本策略」(Brain-based learning) 亦加強教師對課堂教學技巧的掌握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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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設備

本校佔地面積 6289 平方米，環境清幽，設有 30 個

標準課室、中央圖書館和多個特別室 ( 包括英語學習室、

語言學習室、輔導學習室、視覺藝術室、音樂室、常識

學習室、電腦室和學生活動中心 )，均裝設空調和多媒體

教學設備，如電腦、寬頻網絡、中央視聽廣播系統和投

射屏幕﹔另設禮堂、跑步徑和兩個籃球場，為學生提供

理想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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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

中文科採用全方位單元教學策略，以讀帶寫，通過講讀、導

讀和自學教材來全面發展學生的綜合語文能力，培養良好品德，

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按照各單元的學習重點，老師設計單元

教學冊，結合字、詞、句、段和篇各環節的教學，使學生有系統

地學習中文。

此外，中文科訂定「自主學習」的形式、策略和反思部分 ( 趙

志成教授導論 )，並落實於課業中，編制《語文自學樂》，促進

學生在資科世代自主學習。小一至小三課程加入「喜悅寫意」，

讓學生循序漸進地建構語文知識，鞏固基礎，同時也適切照顧當

中不同的學習需要。

喜悅寫意日

學生透過生動有趣的遊戲來重溫

所學的策略，鞏固知識和發掘學習語

文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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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科

中文科採用全方位單元教學策略，以讀帶寫，通過講讀、導

讀和自學教材來全面發展學生的綜合語文能力，培養良好品德，

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按照各單元的學習重點，老師設計單元

教學冊，結合字、詞、句、段和篇各環節的教學，使學生有系統
全方位單元冊

動作與字形結構配對，
學習更得心應手

攤位遊戲學中文

全體積極投入 分組討論 師生互動讓老師掌握
學習進度

分組造句

語文自學樂

拔尖課程

本年度中文科繼續推展寫作

拔尖課程――「中文科寫作菁英

班」，課程的主要對象是具寫作

潛質的四、五年級學生。他們學

習各種文體寫作和改善文筆的技

巧，並透過一系列的寫作訓練，

刺激其觀察、聯想與想像能力，

從而提高寫作興趣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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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

Introduction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 Reading and Writing (PLP-RW) is implemented in Key 
Stage One (P.1 – P.3) while Task-based learning is conducted in Key Stage Two (P.4 – 
P.6) in our school. The above English programmes serve as important tools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ding to learn’ culture, to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and to promote 
independent learning. A language-rich and learner-centred environment is created to help 
pupils learn and use English joyfully.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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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Stage Two (P.4- P.6): Task-based learning

The PLP-RW programme enables pupils to develop a love of reading and writing in English. 
Primary One to Primary Three children are introduced to phonics, songs, chants, many fun 

games and activities to stimulat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They are exposed to diff erent 
high frequency words, a variety of reading techniques and simple language structures. 

Our NET uses big books, puppets and masks to engage children in the reading lessons, which 
are followed by the writing lessons. In the writing lessons, the sentence structures will be reinforced. 
All the lessons are well-organised with a smooth transition from ‘Read to Write’.  

Task-based learning 
p r o v i d e s  p u p i l s  w i t h 
opportunities to complete 
authentic tasks by applying 
their language skills. 

The  tasks  a re  we l l -
designed as the learning 
systematically proceeds from 
vocabulary and grammar to 
reading skills and text types. 
During the process, pupils 
could play games, solve 
problems, share information 
and experiences with one 
another.

E-learning: PEEGS
Our school participates in the PEEGS to support 

Primary four and fi ve pupils with eff ective e-learning 
programmes, which further promote self-learning, 
meet the needs of diverse learners and enhance 
pupil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kills. 

Pupils first acquire the basic knowledge on 
vocabulary and sentence structures from the textbook 
resources. They then attempt the tasks in the apps 
and the task books prepared by the teachers to 
consolidate the previous knowledge. They even make 
short videos to share their writing with others! 

We hope that more pupils can experience the 
e-learning activities and explore benefi ts from the new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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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

數學科

電子學習

單元設計 

數學科課程分為數、度量、圖形與空

間、數據處理和代數五個範疇，以腦科學

教學法，加上不同探究活動，配合單元設

計和工作紙，提升教與學效能。近年加入

電子教學，老師善用各種軟件來設計富趣

味的活動和練習。

 本校在各級教學加入電子學習元素。老師運用平板電腦引導學生進行觀察、試誤、計算、解難和比賽，提升

學習動機和自學能力。老師亦透過電子評估了解學習進度，適時照顧學習差異。

 單元設計有「溫習園地」、「基本題型」、

「挑戰題」和「開放題」四部份。「溫習園地」

讓學生重溫已學知識，「基本題型」訓練多角

度思考和概念應用；「挑戰題」提高思維能力，

「開放題」包含高階思維以至價值觀的內容作

課後延伸。

度思考和概念應用；「挑戰題」提高思維能力，

「開放題」包含高階思維以至價值觀的內容作
單元冊

一年級 : 10 以內的數 三年級 : 五位數及垂直

四年級 : 菱形和梯形
及 2、5和 10 的整除

五年級 : 方向、多位數
六年級 : 立體圖形的截面、平均數

二年級 : 柱體、錐體、時和分

齊齊投入課堂學習
分辨平行、垂直更容易

學習菱形的特性 合作找出多樣的梯形

平板電腦用
作指南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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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創意活動日

老師為各級學生設計了富趣味和挑戰性的活動，讓學生從觀察、探究、討論至實踐的過程中建構數學知識、建

立批判性思維和創意思維，從而增加對學習數學的興趣和信心。活動多元化，涵蓋邏輯推理和編碼等概念，例如有「破

解加密圖案」、「賽車道設計師」、「TetraSquare」、「多變積木」和「立體圖形製作」等。

設計賽車道

全方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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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常識科課程架構是由學科基礎知識、共通能力、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共同建構。課程設計著重培養學生
的探究精神和提升「學會學習」的能力。

本校於各級進行科普活動，為學生提供實踐機會。在老師引領下，學生把科學與科技教育的知識和技能應用於
日常生活情境中，並發揮創意來設計和擬定可行方案。

本校每年均舉行多元化學習活動，包括教育性參觀、全方位常識問答比賽和電子學習活動等，突破傳統課堂教
學的框架。

全方位學習

科普活動

教育性參觀

電子學習活動

全方位常識問答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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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本校音樂科致力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表演平台來展
現才能和建立自信，為校園營造良好的音樂氛圍。本校
為一至三年級學生設計彩虹鐘課程，提高學生的音樂觸
覺、靈活協調度和演奏能力。各級課程中加入單元小冊
子，讓學生認識古典音樂，建構藝術知識和評賞能力。
透過專題研習，學生搜集和分析音樂作品的相關資料，
從而瞭解音樂與文化的關係，擴闊視野。

全方位學習

聖誕聯歡會 - 

手鐘手鈴隊、音樂苗圃

和高級歌詠團大合奏

藝術導賞 -認識管弦樂器

「齊來認識古典、浪漫音樂」小冊子

視覺藝術科

本校視藝科課程
以單元教學作為教學
理念，提升學生對藝
術的欣賞和評審能力，
並擴大對事物的創作
和想像空間。

本校在課程中加
入「名家名畫」元素，
通過不同創作媒介，
讓學生認識西方著名

「大師」的風格和技巧，
增添學習趣味。

「名家名畫」學生仿效作品 各級小冊子

仿效梵高
《向日葵》

一年級

三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四年級

二年級
仿效梵高
《星夜》

仿效莫奈
《阿爾讓特依的帆船》

仿效蒙德里安
《Composition II with 
Red Blue and Y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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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

體育科

體育是「透過身體活動進行教育」，有助
學生提升不同身體活動所需的技能，瞭解有關
活動及安全的知識，從而建立活躍和健康的生
活模式。體育強調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自信的
態度，讓學生發展溝通、協作、審美、創造和
批判性思考等共通能力，為他們的全方位學習
以至終身學習奠下基礎。本校體育科堅守上述
理念來設計課程和課外活動。

水運會 游泳

校運會

乒乓球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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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 本校普通話科發展計劃的重點，在於提高學生聽說普
通話的能力。除了一般教學活動外，亦進行不同的多元化
活動，包括兒歌唱誦、朗讀欣賞、繞口令比賽等，並鼓勵
學生從小組討論及分享中學習。

為了配合「同根同心境外學習」活動，本校普通話科
老師設計了三本《普通話自學冊》，讓四至六年級的學生
在課堂內以不同情境為題，遞進學習有關日常生活用語，
運用普通話與人進行日常溝通；同時亦滲入自學元素，培
育學生的自學能力。

此外，校園四周張貼以漢語拼音標示的雋語，操場壁
報亦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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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在課堂外，本校設立普通話課外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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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學生融入普通話語境中。本校亦鼓勵學生參與各項校外
比賽如校際普通話朗誦比賽，讓學生發揮潛能。

賀咭設計比賽 英文打字比賽

電腦科
為配合 STEM 教育發展和訓練學生計算思維，電腦科教師選取切合校本需要的坊間單元

課程，包括 Micro:bit、Scratch 和 ScratchJr 等圖像化編程課程。此外，本校每年為學生舉辦「賀
咭設計比賽」和「英文打字比賽」等活動，讓學生展示電腦技能，從而提升他們的學習動
機和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同學們全力以赴參與比賽

全方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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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習

培育「資科世代好南兒」

現今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學校發展電子教學（又稱資訊科技教學）已
是大勢所趨，電子學習是指運用資訊科技來支援學與教環境和豐富學習的
模式。

本校旨在建立資科校本教學文化和學生的正向價值觀。教師善用網上
教學平台，指導學生上載堂課，網上系統讓教師即時批改和作出回饋，學
生隨即修改課業，提高自我要求。此外，教師預先把部分教學內容製作成
短片，並上載至學習平台，鼓勵學生在家完成預習。學生掌握基本概念後，
師生便能在課堂上作深入的討論，從而達至自主學習。學習平台記錄了學
生的學習歷程和結果，讓學生重溫知識，教師亦能評估教學過程和成效。

本校各科組積極推動電子學習，因應教學需要而設計了一系列電子學
習單元，以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提升學習興趣與教學效能。

STEM 教育 香港近年積極推行STEM教育。STEM包含科學（Science）、科
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數學（Mathematics）四種
跨學科元素，旨在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並提升其創意思維、邏輯
和解難能力，最終達致全人發展。學生裝備好自己，追求所需的知
識和技能，以面對這個瞬息萬變的世代。

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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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校提供校本支援服務。在專家支援團隊的帶領下，我們選擇
的四年級專題研習課題是「製作濾水器：結合Micro:bit進行測試」。
此外，學校更帶領學生參加校外STEAM活動，活動內容不但結合了科
學、科技、工程和數學四個範疇，同時亦滲入了藝術 (Art)，是一個
結合五大知識領域的跨界別教學活動，讓學生擴闊視野。

學校亦繼續舉辦「LEGO EV3機械人電腦編程課程」，在課外活
動時段亦設立「神奇3D立體筆及手工創作班」和「創意立體3D打印
小組」，讓STEM學習更多元化和充滿趣味！ 

教師培訓方面，本校教師團隊參與了一系列STEM教師專業發展
工作坊，工作坊的內容有Micro:bit 或其他編程技巧、虛擬實境(VR) 
全接觸等，以豐富教師們在STEM相關範疇的知識，有助學校推行更
多與STEM有關的課程和學習活動。

STEM 教育STEM 教育STEM 教育STEM 教育

中文科分組討論

數學科立體圖形活動

英文科寫作活動

常識科校園遊蹤

全方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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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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採用「及早識別」和「及早支援」策略，務求全面照顧不同學
習需要的學生。

本校以「全校參與」模式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透過三層
支援模式，幫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學校重視家校合作，建立
恆常溝通機制，透過不同渠道，與家長一起商議有關支援學生的策
略。

本校設有學習支援小組，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
服務。在學習範疇方面，透過「及早識別計劃」，為有特殊學習困
難之學童提供專業評估。此外，我們為有需要的個別學生提供小組
輔導教學、課業或測考調適等，希望在各種支援下協助學生克服本
身困難，並在學習上有所提升。 

在非學習範疇方面，我們透過個別輔導、朋輩支援、校本言語
治療服務和課後訓練等來提升學生的溝通能力和自信心。如有需
要，學校亦會安排或轉介學生接受其他專業人士支援，如言語治療
師和教育心理學家等。

言語治療朋輩支援―說話技巧訓練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計劃―教師講座
區本學習支援計劃

朋輩支援計劃―讀寫攞滿 FUN

朋輩支援計劃―識字工程師

輔導教學

區本學習支援計劃―野外訓練營

全方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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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閱樂

閱讀閱樂

童話之旅

週五課外活動「童話之旅」為學校播下書
香種子。故事姨姨們用心設計和帶領活動，又
生動地演講故事，讓學生找到閱讀的樂趣。

晨光閱讀

本校設有晨光閱讀時段，讓學生在寧靜的環
境下享受閱讀，養成良好習慣。學生學習閱讀技
巧和分享心得，有助提升理解和表達能力。

e悅讀學校計劃

本校積極推行資訊科技教育，參與由香港教
育城舉辦的「ｅ悅讀學校計劃」，讓學生能透過
跨平台的「教城書櫃」無限次閱讀多種類電子書
籍，實踐自主學習。

晨光廣播

每逢週四，「晨光
廣播」的小主播會向全
校分享德育主題內容，
引領同學從小故事中學
懂大道理。

我和校長有個約會

劉婉珊校長與「我
和校長有個約會」的得
獎者在早餐會中分享閱
讀心得。

閱讀日

閱讀日活動包羅萬有，
包括推介王大行動、主題短
片賞析、美工設計和專題作
家講座等，不但擴闊了學生
閱讀視野，還提升溝通和創
意思維能力，從而達成「從
閱讀中學習」的目標。

家長閱讀講座

｀Learn to read. Read to 
learn.´可見閱讀與學習環環相
扣。為了協助家長培養年幼子
女的閱讀習慣和增加親子時間，
本校推動家校合作，每年均舉
行「親子伴讀」講座，讓家長
掌握說故事和伴讀的技巧。

黃金屋「教城書櫃」 有聲有畫的電子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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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教育

這是我們的敬德樂學好
南兒小冊子，我們謹記
南兒修為，一生伴行！

敬德樂學好南兒小冊子清

楚列出各月月訓及訓勉學

生的短語。

每逢星期四，校長和老師也會帶領

我們進行晨光廣播活動。

小小廣播員為同學們送上小
故事、大道理。

同學朝向目標，每月評估
自己的表現，作出反思及

改進。

育德育人

學校十分關注對學生的價值教育，致力培養學生建立《三思他
人：禮、義、廉、恥》的道德精神―「南兒修為，一生伴行」―透過
這套校本的道德價值教育指引，配合晨光廣播、德育及公民教育聯
課、自我挑戰獎勵計劃，以及敬德樂學好南兒計劃的推行，並利用校
園環境加以配合。祈能透過這些延伸或增潤活動，在潛移默化中，培
養學生重德重人的道德核心價值觀。同時，我們亦希望學生能以此
「核心價值觀」，作為個人對事物分析、評鑑、反思及自我完善的思
維與處事能力的基礎，以提升學生的自我價值和自信心，實踐學校育
德育人的教育理念。

敬德樂學好南兒

本校於一至四年級推行「敬德樂學好南兒」計劃，目的是培養

同學的美德，建立對學校的歸屬感。小冊子除列印了「南兒修為」、

「五常好態度」外，也列出了每月月訓。該計劃也配合晨光廣播進

行，班主任於廣播播出相關主題後，給同學分享及探討，安排同學背

誦配合月訓的口號、標語，再於月底時跟全班同學作反思，並給家長

簽名，家校合作，共同培育孩子。全體教員鼓勵學生的好行為，有助

學生確立正面的人生觀。

晨光廣播

我們南元小的學生都樂於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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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主任在課室裏也能認真帶領同學進行討論，作出詳盡的講解，

給同學傳遞正確價值觀，教曉同學明辨是非，培養良好的品格，以及

三思他人的美德。

同學朝向目標，每月評估同學朝向目標，每月評估

敬德樂學好南兒小冊子清
敬德樂學好南兒小冊子清

生的短語。

這次節目的主題是暢談
「同根同心之旅」，小主
播跟同學分享五年級同學
那一趟別具意義的旅程。

學生進行自我評估後，
班主任和家長會給予

支持和鼓勵。

班主任帶領我們討論，教曉我
們明辨是非，做個知禮守規，
懂禮儀，愛思考的好學生。

希望我們的孩子，時
刻注重自己的言行舉
止，做個謙恭有禮、
具備良好品格的人。

走遍校園的每個角落，
會看見一張又一張的海
報，內容別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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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教育

德育與公民教育

求學不但求知識，而且也求品格。本校
期望透過校本德育與公民教育課程和多元化
的學習活動，讓學生學懂力爭上游、恪守紀
律、融入團體和關愛社羣，從而承傳中華文
化，為社會作出貢獻。

升旗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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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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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下講話

在每次升旗禮
中，負責「旗下講
話」的老師推廣國
情 教 育 ， 讓 全 體
同 學 了 解 祖 國 的
發展，同根同心，
開拓視野，與時並
進。

早會頒獎

頒獎禮別具意義，表示學校肯定同學的努力，
也與校內的同學共享成果。感謝各位帶領學生參
加比賽的老師，平日不辭勞苦地訓練學生。

公益少年團慈善花卉義賣─「助人為快樂之本」
本校響應公益少年團元朗區委員會籌辦的「公益金

慈善花卉義賣」和
「環保為公益課室
清 潔 籌 款」， 上 下
均踴躍捐助。慈善
活動讓學生們珍惜
所擁有，也向社會
上有需要的一羣獻
上關懷。

班口號演示

同學們在班口號比賽中都花了不少心思，設計整齊的
動作，有的班別還用樂器打拍子。我們是認真有禮的「好
南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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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教育

生活教育

加入了南元小大家庭，同學要緊記三思他人和全情投入，成為我們的「好南兒」啊！校園生活多彩多姿並
具挑戰性，不過學長們已化身為禮貌愛心天使來協助你們適應全新的學習環境。你們準備好一起參與不同的活
動嗎？

禮貌愛心天使隊

成長的天空

開心天地小組

家長教育

校外探訪 自我獎勵挑戰計劃

小老師教導學弟妹
憑老師們的印章換領獎品

為長者送上溫暖

啟動禮

小組各項任務

家長工作坊和小組

戶外訓練營

探訪幼稚園

全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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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校園

水果月活動

午膳招標家長義工團隊

健康飲食講座

自我挑戰獎勵計劃 -
健康小食印章

「水果月大使」
帶領攤位遊戲

健康飲食校園計劃

至「營」校園齊參與

建立良好的飲食習慣有助兒童健康成長，因此本校積極推動「健康飲食在校
園」，營造健康校園文化。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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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果)回校，參加者可獲印章以示獎勵；另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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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合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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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認證。本校往
後會繼續推行各種健康飲食教學和推廣活動，讓學生從小建立均衡飲食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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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校園

環保校園屢獲獎 地球綠色新力量

本校校舍採用環保建築設計，光線充足，空氣流通，教學環境舒適，實踐了本校
崇尚自然和珍惜資源的育人價值觀。

此外，校園亦設有有機農圃、太陽能氣象站、動能發電單車和廚餘機等設施，讓南元小學生透過親身體
驗來學習各類環保知識，成為環保小先鋒。歷年來本校致力推動環保教育，得到社會人士和專業團體的認
同，更屢獲獎項，實乃全體師生共同努力的成果。

為持續傳揚本校的環保理念，本校
增添多項環保設施，加強發揮環保校舍
的功能。校園設有太陽能光伏板，藉此
減少消耗化石燃料，同時又能獨立供電
予環保滅蚊燈來保障師生的健康。

太陽能氣象儀

有機農圃種植粟米

蝴蝶園飼養蝴蝶

綠色科學園製作環保洗潔精
動能發電單車

廚餘機為農圃提供肥料

健康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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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校園

善用餘暇 盡展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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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們培養興趣和發揮所長，享受多采多姿的校
園生活，健康愉快地成長。

42個興趣小組涵蓋體藝、STEM、遊樂、制服團隊和環保生活等範疇。本校教師負責帶領其中33組，而另外
9組則由校外專業導師訓練。興趣小組分為固定組和流動組。固定組的學生於全學年參加同一組別，由導師提供
全年的系統性培訓。流動組的學生則會每月轉換組別，作出多方面的嘗試，從中發掘自己的興趣和專長，再加以
培訓和發揮。

手鈴隊

魔力數學 棋趣樂 桌遊樂

創意立體 3D 打印小組 多元手工藝班 捲紙藝術

小女童軍

神奇 3D 立體筆及手工藝創作

綠色科學園

健康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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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藝班

學有所用 藝有所成

本校注重學生的的全人發展，多元化的學藝班讓學生隨興趣和專長發揮潛能。好動活潑的同學可訓練體
能，培養團隊精神；愛好音律的同學可培養對音樂的鑑賞能力，提升造詣；熱愛藝術的同學可陶冶性情，培養
沉穩專注的個性。

拉丁舞班

小提琴班

三、四年級歌詠團 ( 相片來源 : 香港校際合唱節 2020)

五、六年級歌詠團

樂團及手鈴手鐘隊表演

長笛班 單簧管班 書畫班

中國舞初級組 中國舞高級組 跆拳道班

健康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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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恩思源樹

全人獎勵計劃

計劃目的

1. 表揚全學年成績優異或有進步的學生

2. 鼓勵學生多參與有關視藝、音樂和體育科活動，充分發揮潛能。

3. 嘉許操行表現優秀的學生。

4. 獎勵持續熱心為老師及同學服務的學生。

獎學金介紹

校內所有獎學金均由熱心本校事務的社會
知名人士、校友會、家教聯誼會和家長教
師會捐贈，頒發予獲表揚之學生。

健康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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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

梅真理獎學金

呈分試全級學業成績第一名

鄧乾新獎學金

學業獎全級第一名

黃英就獎學金

學業獎全級第二名

林家禮獎學金

呈分試全級學業成績第三名

全級學科獎—中文獎

全級學科獎—英文獎

全級學科獎—數學獎

全級學科獎—常識獎

胡禧堂獎學金

呈分試全級學業成績第二名

林帝興獎學金

全級學科獎—普通話獎

李榮基獎學金

學業獎全級第一名

魯義和獎學金

學業獎全級第一名

王裕民獎學金

學業獎全級第一名

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名譽會長鄧鎔耀獎學金

全級進步獎

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名譽會長文富穩獎學金

全級進步獎

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名譽會長邱志堅獎學金

全級進步獎

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名譽會長馮育祥獎學金

全級進步獎

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名譽會長黃永興獎學金

全級進步獎

黃鄧鳳賢獎學金

創科『STEM』」傑出獎
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名譽會長單洋柏獎學金

全級進步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學業獎全級第二名

全班操行獎
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學業獎全級第三名

戴權獎學金

視藝傑出表現獎

音樂傑出表現獎

傑出運動員

健康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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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家教會於2006年9月23日正
式成立，旨在促進家校的緊密聯繫，
建立家長與教師和家長之間的良好合
作關係。會內設有獎學金，藉以支持
學校推廣全人獎勵計劃，宣揚積極進
取、樂德樂學樂藝校風。

2008-2008 林徐婉玲女士
2008-2010 許李桂華女士
2010-2012 劉黃素華女士
2012-2014 歐陽鄭玉蘭女士
2014-2016 鄧鄺詩雅女士
2016-2018 董何婉玲女士
2018-2020 薜林嘉儀女士

1951-1952 蔡宋卿先生

1952-1953 林作良先生

1953-1995 鄧乾新先生

1995-2004 戴權先生 SBS JP

2004-2010 黃英就先生

2010- 現在 林帝興先生

歷屆主席名單南元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

元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聯誼會

家長也敬師 家長興趣班

於1952年創立至今，創會目的為聯絡感情，所以會名亦有「聯
誼」兩字，此為其他學校的家教會有別。歷屆名譽會長、主席及委員均
慷慨捐助支持校務發展，並設置獎學金，勉勵及表揚歷年努力進取的莘
莘學子。

自2006年開始接納已畢業或離校之學生家長入會，迄今已是一個
具有60多年歷史的組織。它一直愛護及支持具備百年基業的南元朗官
立小學，並保持著朝氣和活力，與時並進，歷久傳揚。

元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聯誼會周年聚餐

健康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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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申請手續

學校地圖

全日制上課時間

一年級新生

     如欲申請本校小一學位，家長可於每年九月按
教育局自行分配小一學位程序，親臨本校辦理入學
申請手續，取錄名單於十一月公布；家長亦可透過
教育局的統一派位辦法申請入讀本校。

二至六年級插班生

     家長可向本校查詢或瀏覽本校網頁，填寫申請
表格，並連同出生證明書和成績表副本交回本校。
如有學額，本校會依據申請及情況安排入學。

星期一至四：

上午8：00 – 下午3：00

星期五：

上午8：00 – 下午2：15

 （下午1：15–2：15為課外活動時段）

校址：元朗欖口村路 21號                電話：2478 1230                 電郵：sylgps@edb.gov.hk                   

網址：http://www.sylgps.edu.hk/          傳真：2478 0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