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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發展局與香港電台電視部攜手製作的文化藝術節目「好想藝術」，逢星期二晚都

在電視播放，我若能抽空定必趕回家拭目以待。內容以生活化、搞笑形式向觀眾陳述展

現不同範疇藝術家的生活體驗與創作的關係，又從他們靈感的產生而呈現其對生命、生

活的熱愛。

我赫然發現原來香港這個人口擠迫，生活緊張，以經濟金融掛帥的城市，竟然有如斯多

的藝術發燒友；更認識到藝術無分年齡、性別、階層，在你身邊周圍的人，可能就有一

位藝術家。

雖然每集都會道盡藝術家的藝文趣事，但每看完一集，就讓我反過來思考：這個藝術家

在什麼環境因素下而出發？受什麼人影響而引發興趣？在漫長的學習嘗試的過程中如何

持之以恆？如何評鑑其藝術成果與價值？憑什麼信念而堅持到底？

啊！每集每集看下去，終於有答案了！原來藝術是一種創作，一種生活，一種行為，一

種情操；既無形式，只要提供平台、空間與穖會，只要「鍾意」，只要「發燒」，就可以發揮！

莊小校園到處都有多元體藝發展的空間，推展「體藝發展」與「課程及學與教」同時兼備！

多年來，無論在校本課程內或課餘活動都滲有不少的體藝活動！我期盼莊小的孩子能在

繁華喧鬧的緊張生活中，也有著一份追尋藝術的夢想，帶出積極生活，熱愛生命的人生！

崔桂琼校長

二 O 一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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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是一個特別的日子，那天是

【多元創意戲劇學習教室】啟動禮，我

們邀請了學校創辦人莊啟程主席親臨

主禮。我們師生均十分欣喜。看見莊

先生伉儷笑容滿面，親切近人，同學

們都雀躍地走前向他們問好、打招呼。

當天除了啟動禮外，還舉辦了由五年

級和六年級同學設計的攤位遊戲活

動。莊主席參觀了校園後，還和同學

一起玩，校園裡洋溢著歡樂的氣氛。

元 啟動禮

剪綵儀式後，來個大合照

莊主席及夫人巡視校園，
並細心聆聽導賞員的講解

莊主席為我們打開創意之門

有機會和各位嘉賓合照，同學們表現興奮

劇意 教
創

習戲
室

多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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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主席和同學們談天，了解他們的校園生活

同學自發製作小禮物送給莊主席
感謝莊主席及夫人親臨主禮

低年級同學玩得很投入

攤位遊戲，氣氛十分熱鬧

各班努力為自己的攤位拉票

口風琴表演，獲得不少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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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巧精幹小精兵，每天訓練頻頻……」旅遊車上傳來響亮鏗鏘的
歌聲，孩子們都精神抖擻，懷著興奮的心情出發，前往佛山市第

一小學作粵劇交流。

第一天，我們先參觀了粵劇博物館，雖然天氣十分炎熱，但他們仍專心聆
聽導遊的講解。第二天，我們拜訪了佛山市第一小學，和當地的學生一起練

習，互相切磋交流，同學們均獲益良多。

最後一天是他們的重要時刻，當天早上本校
聯同佛山市其他小學一起表演。同學們年紀很

小，部份更是粵劇班的新成員，加上課堂排練的
時間不多，所以對於他們來說，這是一次很大的

挑戰；然而，他們都發揮了最高的水平，表現出色，獲
得同行家長及當地老師的讚賞。此外，兩校還簽訂了合
作協議，相信日後定有更多交流的機會呢！

這是一次珍貴的學習經歷，同學們既能真正體驗中國文
化，在舞台上獲得滿足和自信，更展現團隊合作的精神，
彼此種下了珍貴的情誼。

佛山粵劇交流之旅粵劇情

中國心

是次表演乃家長和師生們共同努力的成果

參觀葉問館，跟大師學習中國武術

和佛山小學同學仔
午飯聊天，十分愉快

齊齊熱身

綵排時十分認真，有板有眼

到訪佛山市第一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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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粵劇課

兩校結為姊妹學校，日
後合作的機會必定更多

灶王爺和小灶王，扮相維肖維妙
同學們台上落力

演出，功架十足

表演圓滿結束，齊齊來個大合照

快要演出了，各人心情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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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藝小精英
初級組合唱團

籃球隊

足球隊

跆拳道

羽毛球隊

花式跳繩

體藝小精英

田徑隊

高級組合唱團

游泳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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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笛組

管樂團口風琴隊

弦樂小組

手鈴隊管樂小組

管弦樂團

啟蒙劇團

舞蹈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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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雖小，也自信地站在台上

學生飾演電視台助理，表情鬼馬

劇中角色逐一誤墜網絡陷阱

本校繼《點解你咁毒》禁毒教育劇場後，第二度與衛生署合作，聯合五旬節林漢光中學的師生，先後於2014年4月9日、14日及16日為來自港島、九龍、新界的初中學生上演了《網作多情》教育劇場，宣揚善用科技及提防網絡陷阱的訊息，提醒青少年要時刻警覺，愉快積極地生活。本校學生年紀小小，扮演真人 show 幕後黑手，操控網絡陷阱，維肖維妙！

本校學生與中學生們表現默契十足

劇中角色誤墜網絡陷阱
後付上沈重的代價，警
示青少年謹慎運用網絡

多謝劉志聰教育總主任及衛生署健康服務顧問鍾偉雄醫生蒞臨為演出揭開序幕8



透過三年計畫，讓學生充分

感受藝術是人類的共同語言。

12-13 學年：本土情懷

13-14 學年：國藝精粹

14-15 學年：跨越國界

本年度視覺藝術科的主題是

「國藝精粹」，鼓勵學生認識

中國藝術家及其藝術作品，

通過藝術的演繹，了解中國

藝術的特色。

本年度的活動有：

●  中國花燈設計比賽

●  板畫藝術介紹一 

 年畫《天津楊柳青》

●  中國民間剪紙作品 

  介紹(陝北)

●  剪紙比賽

●  紮染藝術(雲南)

●  臉譜藝術(京劇)

●  新加坡小學參觀 

  及交流活動

藝術無彊界
世界賽二等獎、
香港賽三等獎

(招曉妍、曾鍇詩、
李曉蕾 )

世界賽三等獎、香港賽三等獎
(關卓杰、何芷晴、梁浩然、陳汶詩 )

大合照

世界賽一等獎、
香港賽三等獎
( 林日熙 )

優異獎 ( 胡卓盈 ) 優異獎 ( 招曉妍、曾鍇詩 )

得獎同學十分欣喜

新加坡學校到本校交流

盈藝舍會員

全港小學生關心祖國 

中國特色建築繪畫比賽
世界心臟日繪畫比賽

盈藝舍盈藝舍

優異獎 ( 曾鍇詩 )

2013 保良局國際水合作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活動花絮

兩岸校長互相致贈紀念品 星港兩校師生們來個大合照

世界賽三等獎、 
香港賽三等獎 
( 單穎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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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快樂聖誕音樂會

歌唱比賽(四至六年級 )

各組別的同學預備了不同的聖誕歌曲在音樂會中表演，十分精彩呢！

歌唱比賽(四至六年級 )

快樂聖誕音樂會

參賽者都有別出心裁
的舞蹈安排，非常認真 冠軍隊伍得獎後與校長合唱

六年級同學與班主任
一起參賽，表演精彩10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口風琴小組金獎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

口風琴小組銀獎

數白欖比賽

音樂活動的一刻

為了讓學生更深入認識粵劇，所以今年舉辦了數白欖

比賽。小一至小四同學都投入在比賽當中，表現出色。

初級組合唱團的一刻

同學平日認真的練習
在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中得到口風琴隊冠軍，
由六年級同學上台領獎。

口風琴隊的快樂時刻

數白欖比賽

音樂活動的一刻

弦樂小組獲獎的時刻

香港聯校音樂大
賽弦樂小組銀獎

結業禮表演

等候比賽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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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親莊小運動會

五校聯合運動會

親親莊小運動會

五校聯合運動會體育

親親莊小運動會2014於2月27日在馬鞍山運動場順利
完成！當日邀請了保良局胡忠中學曾建強校長作頒獎嘉
賓，令運動會生色不少呢！那天一至四年級同學在場上發
揮他們的拼勁，爭奪各項賽事獎牌！而在親子遊戲中亦見
到家長與子女同心協力，完成任務！五、六年級的師兄師
姐也通力合作協辦賽事，使活動得以順利進行。大家都很
享受這半天的戶外活動哩！

保良局沙田區屬下小學第二十七屆聯
校運動會已於13/12/2013在源禾
路沙田運動場順利完成！本校運動員
代表經過多個月的訓練，於當天全力
以赴爭奪各賽事獎項！最終本校贏得
男子團體冠軍及女子團體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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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爵士舞

花式跳繩

現代爵士舞

花式跳繩
本校成立花式跳繩隊已經四年！每

次表演都深受老師同學讚賞！隊員

努力練習，常常向高難度挑戰！

現代爵士舞隊於三月份參加了本年度之校際舞蹈節。憑著〈童心•曈心〉獲得乙級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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