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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訊
2016年

8月

  在去年的校訊中，我曾告訴大家，希望能將我於教育界工作多年所得的經
驗，應用於莊小的工作之上。我更期望可以接觸莊小每一個學生，去了解他們

的需要；也期待和家長建立互信，回應大家對學校的期望，透過家校合作，協

助學生茁壯成長。

  轉眼間在莊小已經工作一年了，實在感謝各位家長的支持和參與，各位老
師毫不計較地為教學所付的心力和時間，以及各位同學用心的學習，我們在多

方面都能得著很豐碩的成果。當中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本學年小六升中派位

的結果非常理想。今年本校近94%的小六學生獲派首三志願學位，當中獲派第
一志願的超過84%，兩者均較去年大幅上升。深信這是各位家長、老師和同學
共同努力，並透過家校合作的成果。

  展望未來，我們除了會繼續統整及優化各科的課程，更會把電子學習融入
各科課堂之內，以加強學與教的效能。STEM教育（STEM指科學、科技、工
程及數學）是近年教育界重要課題，學校亦會透過推動STEM教育，發掘學生
創意潛能，提升他們的邏輯推理及解難能力。另一方面，學校亦非常重視學生

的品德培育，下學年我們會透過優化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服務學習、紀律

訓練營等學習經歷，協助同學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培養同學的自理能力，並加

強同學間的團隊合作精神，讓同學得到更全面的發展。

  學校會繼續以專業的態度持續改善和優化課程發展，以及學生的品德培育
工作，並透過家校合作，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王寶音校長

15-16家長教師會舉辦之活動

1.  體藝訓練課程 
 a.  乒乓球班
 b.  奧林匹克數學訓練班
 c.  跆拳道班
 d.  游泳班
 e.  足球班
 f.  籃球班
 g.  中國水墨畫班
 h.  高效記憶力學習小組
2. 故事姨姨培訓工作坊
3.  會員大會暨親子義工秋日齊享燒烤樂
4.  家長義工小聚及聚餐
5.  第四屆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暨
 家長講座

6.  優質家長進修學院
 家長興趣班— 賀年全盒及新春飾物製作班、水仙花研習班、 
  健康小食班

 家長小組—「解難方程式」

  「6A孩子之父母個人成長」
 家長工作坊—「啟程一家」家長義工訓練

  「中、英文默書全攻略」

  「小一及早識別」

  「家長的性格決定家人的關係」

    家長講座— 「孩子長大了—如何協助孩子小一適應」

 「6A孩子—如何培養負責任的孩子」

 「讓孩子愛上閱讀」

 「親子伴讀有妙法」

  「網絡之星」

 家長日活動—「2016網絡文化」
7. 復活節親子樂悠遊—大嶼山天壇大佛→昂坪市集→大澳
8. 暑期體藝多姿采 
 a. 乒乓球班
 b. 跆拳道班
 c.  籃球訓練班
 d.  奧林匹克數學訓練班
 e. 游泳班
 f.  圍棋班
 g. 創意工藝坊
 h. 創意綜合繪畫班
 i.  足球班

1. 「啟」蘊「程」才在小一（新生適應日）
2. 協助小一買書、開課周一年級同學整理書本及簿冊
3. 中央圖書館及英語角整理圖書
4. 「家長故事姨姨」午息講故事
5. 午膳家長義工
6. 課後活動當值— 英語班
  情意智能對對碰

7. 興趣小組導師— 創意小舖
  小廚神

8. 協助校內活動— 敬師日
  「科學Fun Fun Fun」嘉年華
  聖誕音樂會

  科學科技日

  匯演

9. 訂購水仙頭及上下學期家長日大型活動相片訂購服務
10. 籌款活動：保良局親子賣旗、「一人一利是」籌款 
11. 午膳飯盒試食
12. 校外比賽／演出（協助帶隊及化妝）：合唱 、口風 
 琴隊、弦樂團、英語及粵語集誦比賽

13. 戶外參觀—P.2科學館及馬鞍山警署
  P.3三棟屋
P.4 健康資訊天地及沙田濾水廠
14. 戶外活動—P.1-2學校旅行
15. 協助大型活動： 莊小運動會
16. 謝師宴
17. 新生辦理入學及入會手續

故事姨姨 P.2參觀馬鞍山警署

P.3參觀三棟屋

P.4參觀沙田濾水廠

保良局親子賣旗

校長的話

2015至2016學年小六升中派位
本校接近94％學生派往首三個志願學校

今年黃淑君老師添了

小寶寶，恭喜！

啟程
溫馨檔

賀年全盒及新春飾物製作班、水仙花研習班、 

親子燒烤樂

復活節親子樂悠遊

義工聚餐

義工簡介會

午膳義工

莊小運動會

學校旅行

科學科技日

「一人一利是」籌款

  為了讓家長義工彼此認識，交流情誼，家教會在每學期舉行兩次義工小聚（上午8:00-
9:00）。家長義工一邊為學校包圖書，一邊交流學校資訊、培育小朋友問題的心得⋯⋯無所
不談。大家不但可以服務學校，又可以舒緩家庭壓力、放鬆心情。所以有些家長在返工前，

也抽空出席這個好聚會呢！

郭宇紅女士  (3B 韋敏鑫)

家長教師會義工服務項目
水仙花研習班

體藝訓練課程

賀年掛飾製作班

會員大會

馮少蓮女士（5B梁正惟家長）

  健康，是每個人的願望，但如何才能獲得健康呢？除了運動，清淡的飲食也是健康的重要
因素。現今社會，為了滿足人類的口腹之慾，許多農場利用激素讓牲畜快速長大，以這種養殖

方式取得的食物，會健康嗎？實際上，大地已藉著不同顏色的植物，提供我們身體所需要的營

養。素食，不但可以令身體健康，而且只需簡單烹調，已經很美味，與此同時，還可以令大地

健康，為保護地球盡一分力，讓我們的下一代有一個乾淨的地球。

這一道涼麵，豐富的碳水化合

物，能提供熱量及B族維生素；
拌醬中的榖粉由穀類及豆類製

成；再加上五色蔬菜，是一道營

養全面均衡的餐點。

五彩冷麵

榖粉含有豐富的蛋白質及豐

富的營養成分，還補助了各

類礦物質及維生素，提高人

體的免疫功能。

靜思餅

 學校的健康小食班，給我帶來了「健康正能
量」 ！

  在學習的期間，不僅讓我學習到如何選取健康的
食材，而且能做出讓孩子讚不絕口的美食。每個作品
既是食物，亦是藝術品，更激發我用心感悟生活，享
受生活！

  在此感謝小食班的導師和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莊鴻宇女士（3D 趙香霂家長）

  有幸參加了健康小食班，不但和

朋友一起渡過歡愉的時光，更學到用

健康的食材，健康的烹煮方式給家人煮

健康的膳食！關愛家人，從健康飲食開

始！感謝家教會及小食班的導師。

 陳末女士（1D 施蘇航家長）

義工小聚

健康小食班家長心聲

健康小食班



Hi Everyone! 

  This year has been very exciting for the English 
Ambassador Team. We learnt about puppet shows. We 
entered a competition, which was a great learning opportunity. 
It was a long but fun process. 

  The Ambassadors chose characters and shared ideas for a story. 
Our story was about a horrible witch, a kind wizard and a lot of magic. 

  We made our puppets using lots of beautiful material, glitter and 
big wooden spoons. Once we wrote our script and fi nished puppets. 

We spent a long time practising for the show. The competition was 
very exciting and we look forward to doing it again.

  At lunchtimes, the reading circle with P1 was great fun! I told stories by great authors like Julia 

Donaldson and Oliver Jefferson. I think you will like them too. Go to the library and borrow some 

books by these authors!

   In our interest group Miss Yu and I taught a class how to do make-up. We taught students 

about types of make-up and how to use them. Students now know how to do different make-up 

styles for different face shapes. This will be very useful for drama and dance shows! Now they 

are make-up artists! 

  I look forward to doing lots of more great and fun activities with you all! 

     From
Miss G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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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藝出色 屢創佳績

組別 活動 比賽成績

視
藝

「世界心臟日」香港心臟基金會繪畫比賽2015 團體賽 團體賽季軍

「世界心臟日」香港心臟基金會繪畫比賽2015  個人賽
初級組季軍　1個
精英獎　  1個
優異獎　  5個

2015 國際光及光基技術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香港賽
一等獎　  3個
二等獎　  1個

2015 國際光及光基技術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世界賽
二等獎　  2個
三等獎　  1個

音
樂

第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口風琴隊 冠軍

聯校音樂大賽2016

小學合奏（口風琴） 金獎

小學合奏（木笛） 金獎、銀獎

小學合奏（合唱小組）
銀獎、銅獎

手鈴及手鐘隊

弦樂團
銅獎

小學合奏（弦樂小組）

香港青年音樂滙演2015 管樂團 銅獎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2016 手鈴隊 銀獎、銅獎

第二屆查篤撐校際兒童粵曲歌唱比賽 團體高小小曲組 冠軍

體
育

2015沙田校際籃球賽 男子組亞軍

15-16年度沙田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組亞軍  女子組冠軍

全港小學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冠軍

保良局沙田區小學第二十九屆

聯合運動會

全場男子團體冠軍 全場女子團體冠軍
全場總冠軍

保良局屬下小學第十二屆聯合運動會 女子甲組團體亞軍 男子乙組團體季軍

15-16年度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團體亞軍 女子甲組團體季軍

第十八屆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100米  殿軍
跳遠  季軍
女子甲組4X100米  冠軍
女子甲組60米  殿軍

口風琴隊

木笛隊

爵士舞管弦樂團

花式跳繩

   今年的鳳凰木開得特別盛，當這森林的火燄把耀安村映照得紅
彤彤的時候，空氣開始醞釀別離的氣息。當禮堂響起「友誼萬歲」的
歌聲，不單六年級的同學向母校道別，王袁成主任也在黑板上為他的
粉筆生涯畫上句號。

  王主任是個不折不扣的數學人，不少同學都曾在奧數班跟他鑽研
奧數。在學校，王主任總是笑瞇瞇，溫溫和和的，所以當他穿上棉襖
站在台上，就活脫脫的是王員外！但大家可知道，下課後，王主任最
愛上山下海，而且是一名標準足球迷！用「靜若處子，動若脫兔」形
容王主任並不為過，因為他還鍾情古典音樂和文學，所以才會在早會
時講述男高音杜明高和卡雷拉斯的故事，還為大家送上三大男高音合
唱的名曲O Sole Mio《我的太陽》。

  在一片蟬鳴聲中，王主任跟莊啟程揮手作別，踏上另一歷程。我
們祝願王主任退休生活更豐富多姿，每天都如陽光般璀璨。不過，別
離總教人感到不捨！「今年花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
同？」

伍錦云

  時光飛逝，光陰似箭，回想我在莊小短短五年的
家教會及義工服務中，獲益良多，感慨萬千！我深深體會到

學校良好的學習風氣，校長的仁愛之心，主任和老師們的慈祥，認

真負責的教學態度，為人師表的奉獻精神，學生們在良好的學習環境中

以樂觀積極的學習態度，向著人生目標努力奮鬥，這一切都令我終生難忘。

  在老師們的關愛教導下，女兒自入學就能夠巧於學習，克服困難，力求進
步，一天天長大起來，我衷心感謝學校老師們對學生和我女兒的教育之情，栽培

之恩。

  在家長義工服務的過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年一度在家長日舉辦的書展。看
到學生們興奮地在「書海」中尋找自己喜愛的書籍，我被這份熱情深深地感染，我可藉

此機會觀察同學們喜歡看甚麼類型的書本，並接觸不同年級的家長，交流教育孩子的心

得。看到同學們對書本的喜愛和熱情，我也感到興奮。非常感謝學校能推動這樣有利

於學生大量閱讀的活動，讓每一位學生都可以學到更多更廣的課外知識。

  在家教會五年，很高興認識了許多家長及同
學，也學到了很多知識，這種同學情、家長情，

讓我衷心地感謝——多謝所有家長義工和家教

會委員的無私奉獻！  願我們大家互勉互勵，
繼續為莊小共創美好的未來。

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家長教師會通訊

6A家長小組

副主席的話

  配合15-16學年學校發展主題「巧  � 克  � 
力」，優質家長進修學院舉辦不同主題的家長
教育活動，協助家長培育學生克服困難，力求進
步的精神。其中「6A」家長小組深受家長歡迎。
此小組內容包括權威與責任、接納與讚賞、溝通
與關懷的技巧和方法，讓家長認識6A品德教育。

  由於上學期參與「6A」家長小組的人數眾
多，故下學期要再增辦此組。

「6A」家長小組家長分享：
² 愛能解決一切問題
² 家人互相接納、鼓勵，包容及體諒便能建立
和諧家庭

² 人懂得愛自己、愛家人，家庭生活更美滿
² 夫妻恩愛，關心子女，子女成長愉快開心 

「6A」家長小組

6A家長小組結業禮

家長的性格決定家人的關係

Words from our NETs Reading Recovery Programme

  The Ambassadors chose characters and shared ideas for a story. 
Our story was about a horrible witch, a kind wizard and a lot of magic. 

  Hi Everyone! We have had a fantastic time this year with our lunch time 

activity, Fun Time Express. Each lunchtime we’ve had some great activities 

or played fantastic games. We played ‘Countdown’, an amazing English Word 

game that is great fun and really helps build vocabulary. Teams came back week 

after week to see if they could be the champions. Then there was ‘Squares’, a 

really addictive and fun game for two players. You really needed to think quickly 

and plan ahead to win. We’ve also played some online English games with 

different classes competing to see who is best. Another favourite was the classic 

’Battleships’ game with students going head to head to see whose strategy was the 

best.

  Every day we had a large group of students who volunteered to 

come along. They were focused, enthusiastic and fun. My thanks to all the 

students who came along this year, as well as to the local teachers who 

helped make the activities possible. Thanks to you all and I hope to see 

you again this year!

Mr Scott

Miss Gemma

  Every day we had a large group of students who volunteered to 

come along. They were focused, enthusiastic and fun. My thanks to all the 

students who came along this year, as well as to the local teachers who 

helped make the activities possible. Thanks to you all and I hope to see 

you again this year!

Miss Gemma was 
helping students 
to read through 
Guided Reading.

Mr Scott had fun with P1 students in making cakes.

Miss Gemma 

and Mr Scott

Mr Scott shares creative games with the local teachers.

Miss Gemma interacts with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這個學年同學在視、音、體都有優秀的表現，
讓我們分享部分成果

今年花勝 去年紅

2
01
6週年匯

演

 六月二十三日是週年
匯演的日子，當天禮堂不單擠

滿了家長，朱文忠校監亦到校欣

賞同學的演出。手鈴隊、爵士舞蹈

隊、木笛隊、口風琴隊、合唱團、

小豆芽粵劇班、花式跳繩隊和管

弦樂團的同學精彩的演出，獲

得台下如雷的掌聲。

濟濟一堂

願景
幼有所育，少有所學，壯有所為，老有所依，貧寡孤困殘病者皆有所望幼有所育，少有所學，壯有所為，老有所依，貧寡孤困殘病者皆有所望

使命
成為最傑出、最具承擔的慈善公益機構，

發揮保良精神，以善心建善業，
致力保赤安良，護老扶弱，助貧健診，培德育才，
揚康樂眾，實踐環保，承傳文化，造福社群

價值觀
秉承傳統 與時並進 以人為本 關愛感恩
優良管治 務實創新 廉潔奉公 安不忘危
善用資源 注重本益 專業團隊 愛心服務

保良精神保良精神
相互尊重

團結合力

延展愛心

行善助人

感恩知德

造福社群的奉獻精神

粵劇表演—扮蘇秦

升中工作坊

合唱團

  A group of P.1 students engaged in a 
range of fun phonic activities such as sound 

bingo, dice games and board games. 
They acquired the phonics skills for 

discriminating letter sounds and 
sounding out unknown words.

校長、副校長陪同朱校監、
朱夫人欣賞表演

 

 十二月舉行的會員大會，
一眾校友共聚一堂。久別重逢，
大家不單把握機會暢談近況，又在校
友會精心安排的背景前拍照留念，還合
作玩遊戲，渡過了一個愉快的黃昏。

  校友會在七月，更為六年級的同學
舉辦「升中工作坊」，以學長的經驗，
幫助師弟師妹適應中學的生活。

大家不單把握機會暢談近況，又在校

 十二月舉行的會員大會，
一眾校友共聚一堂。久別重逢，
大家不單把握機會暢談近況，又在校

校

友
會—凝聚與承

傳

校友會正副主席報告會務
一起玩遊戲

會員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