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六期   二零一六年度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校訊及家教會會訊

  本年度跨學科活動日的主題是「知禮守規、你我做
到」，目的是宣揚禮貌守規的美德。今年的主題和同學及老

師的生活息息相關，每天在學校老師和同學都會接觸，

若能以禮相待，互相尊重，大家必能融洽相處。希

望同學們齊心努力，共建愉快的校園。 
  是日的活動十分豐富，除了有五、六年級同學精
心設計的攤位遊戲，還有其他機構協辦的攤位活動。四周

充滿着歡樂的笑聲，在場的參加者都樂在其中。

跨學科花絮

地址：沙田穗禾苑 42A 地段 電話：2604 1966 傳真：2606 2304

網址：www.plkshs.edu.hk 電郵：info@plksh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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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禮守規、你我做到

師的生活息息相關，每天在學校老師和同學都會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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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同學們齊心努力，共建愉快的校園。 
  是日的活動十分豐富，除了有五、六年級同學精
心設計的攤位遊戲，還有其他機構協辦的攤位活動。四周

充滿着歡樂的笑聲，在場的參加者都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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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合力完成任務

紀律營裏的快樂一刻

  
 是次跨學科活動日特色

是同學們穿上及佩戴得獎同

學精美設計的T恤及襟章，十分醒
目；而同學們最投入參與的活動就是

「飛天繩索」、「環保動力車」及「保良

城堡」，同學們感到十分刺激和興奮。在活

動的尾聲，音樂老師們在台上載歌載舞

把當日的氣氛推至最高。活動在歡

樂的氣氛中結束，希望同學們

都能發揮「知禮守規、你我

做到」的精神。

跨學科 活動日

  五年級學生於12月14-16日於保良局
北潭涌渡假營進行三日兩夜的紀律營，在

營內學生們學習了嚴守紀律，以及互相合

作，發揚團隊精神，並克服營裏的各種困

難及挑戰。

紀 律營

紀律營當然以紀律為重

在紀律營裏，同學們學會了照顧自己，
並去服務他人呢！為了取得勝利，我們付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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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新老師
大家好！我們是今年度加入蕭小的老師。

  我是利妙儀老師，我
主要任教視覺藝術科以及

數學科。我喜歡藝術，更喜

歡看見同學們發揮自己的創

意。希望在蕭小的校園生活

中能有更多同學與我分享你

們的有趣作品和故事。

  我是梁嘉雯老師。我是5B班的班主
任，教授英文和常識科。今年很高興能加入

蕭小這個大家庭。這短短半年間，我深深感

受到蕭小同學的熱心服務精神和熱情有禮的

態度。雖然很多同學都不認識我，但都主動

和我打招呼、點頭和微笑。蕭小的確是一個

充滿愛的大家庭。

  在未來的日子，我們希望和同學們
一起學習及成長，不認識我們的同學歡

迎你們來和我談談天、說說地，一起享

受校園的生活。

  我是馬雅文老師，今年是4C班
的班主任，主要任教數學和體育科。我

很熱愛運動，尤其是欖球和田徑。今年

很高興能加入蕭小大家庭，與同學們一

同享受運動帶來的樂趣。無論於運動場

還是球場，我都很欣賞同學們堅毅不屈、

敢於挑戰的特質。希望你們繼續努力，各

發展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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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多樂趣

四年級 英語I PAD 遊戲 六年級 科學探究五年級 參觀電力世界

一年級 種植

三年級 環保動力車 三年級 參觀益力多工廠

全方位活動

聯課

水墨畫

欖球

小童軍

小廚神

管樂隊

中國棋藝

雜耍

趣味小手工 Art@School

二年級 參觀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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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多樂趣

  在12月11日於沙田運動場舉行的保良局沙田區聯合運動會，本校同學全力以赴，屢獲殊榮，
於多個個人項目及接力項目榮獲冠軍，期望各同學來年再接再厲，獲得更理想之成績。

聖誕報佳音獻唱

旅行

運動會
 六年級旅行 好驚呀！

六年級旅行—海洋公園
4-5年級旅行 大棠渡假營

1-3年級旅行 我的沙瓶好看嗎？
1-3年級旅行 北潭涌渡假營

跳遠能手

校園電視台忙著拍攝同學場上的威風

女丁接力冠軍

女丙接力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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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就職

  家教會周年會員大會暨第11屆委員
就職典禮於粉嶺浸會園舉行，活動當日

進行了新舊會員交接。

成學翔先生連任新一屆
家教會主席

家教會新舊委員合照

秘密花園

燈燈燈凳
中秋城門賞月圖

店舖

幸福の光

窩

太陽神天燈

光之鏡

光之盒

俄羅斯娃娃 不倒翁

創藝展才

校長頒發證書予新一屆家教會
副主席譚小燕女士

家教會周年會員大會暨
第11屆委員就職典禮

第十一屆委員名單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家長教師會
主　席：成學翔先生

副主席：陳祺泰主任

副主席：譚小燕女士

司　庫：陳佩恩輔導人員

司　庫：游雅儀女士

文　書：譚婉華女士

文　書：洪嘉玲女士

總　務：孫淑儀女士

總　務：駱小平先生

總　務：何淑冰老師

康　樂：廖寶嬌女士

康　樂：勞靄霖女士

康　樂：鄧詩琪女士

聯　絡：周詠儀女士

聯　絡：莫健雲女士

天燈

各地服飾3D 打印

Henna 幸福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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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活動
環保義賣

郵票義賣攤位

環保義賣攤位

小禮物換領處

家長義工在「爆谷攤位」
協助維持秩序

家長義工在「棉花糖攤位」
協助維持秩序

  在2015年12月13日家教會舉行活動日，大
家一起到粉嶺浸會園遊玩。是次活動邀請了專人

設計一系列親子歷奇遊戲及挑戰，讓孩子和家長

在的獨特的環境中探索，並運用營地內的歷奇設

施，從而將親子歡樂、融洽溝通的元素帶給每一

個家庭，體驗不一樣的家庭日。

親子歷奇活動 自由活動

當天教師、家長及學生共305人參與活動

比賽獲獎成績

獲頒月份
／年份 比賽名稱 所獲獎項

體育

11/2015 2015 - 2016年度沙田區小學校際田徑錦標賽
4D 董楚瑤 女丙 60米季軍
5D 韋芷晴 女乙 壘球亞軍

12/2015 保良局屬下小學第十二屆聯校運動會

女乙 5A 勞嘉琪 100米殿軍
男甲 6A 張賜安 鉛球季軍
男丙 4C 崔子龍 跳遠冠軍

12/2015 保良局沙田區屬下小學第二十九屆聯校運動會

男甲 6A 張賜安 鉛球亞軍
 6C 黃 晶 跳遠亞軍
 4 X 100米接力冠軍
 5C 吳嘉銘 5C 黃黄晶 6A 葉靖致
 6A 張賜安 6D 鄭名深 6A 鍾景熙
女甲 6C 陳澤穎 跳遠冠軍
 6A 朱素君 200米季軍
女乙 5A 勞嘉琪 100米亞軍
 5A 翁曉柔 100米季軍
 5D 韋芷晴 木球冠軍
 4 X 100米接力季軍
 5C 陳文琪 5A 勞嘉琪 5A 陸焯茵
 5D 韋芷晴 5A 翁曉柔 5C 張曉晴
男丙 4C 崔子龍 跳遠冠軍
 4C 蔡希濤 60米季軍
 4D 周樂熙 100米亞軍
 4A 韋梓雋 木球亞軍
 4B 蔡逸朗 木球季軍
 4 X 100米接力冠軍
 4C 蔡希濤 4B 蔡逸朗 4C 崔子龍
 4B 盧偉熙 4D 王兆洋 4A 韋梓雋
女丙 4D 董楚瑤 跳遠冠軍
 4C 劉璦賢 60米季軍
 4 X 100米接力冠軍
 4D 董楚瑤 4C 劉璦賢 4B 洪 怡
 4A 盧嘉莉 4C 趙海晴 4D 周子茵
男丁 3B 關楓毅 60米亞軍
 3D 梁溢聰 60米季軍
 3C 劉浚釗 100米亞軍
 3A 司徒俊滔 木球冠軍
 4 X 100米接力亞軍
 3B 關楓毅 3D 梁溢聰 3C 劉浚釗
 3B 鄧承豐 3D 郭政廷  3A 司徒俊滔
女丁 3B 勞綽婷 跳遠季軍
 3D 麥芯蓓 60米亞軍
 3A 巫欣希 100米冠軍
 4 X 100米接力冠軍
 3D 麥芯蓓 3A 巫欣希 3A 梁安喬
 3C 林映悅 3B 劉思慧 3B 劉心榆
男子團體季軍
女子團體季軍

表演藝術

12/2015 2015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管樂隊比賽
（小學初級組）

銀獎

11/2015-
12/2015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普通話）

詩詞獨誦：粵語女子組 3D 楊詠如 季軍
詩詞獨誦：粵語男子組 5B 劉津宏 亞軍

2015-16
年度
視藝科
校外比賽
成績
（全年）

²  保良局2015國際「國
際光學年」美術設計
創作比賽

香港賽 一等獎 4C 蔡希濤 4C 崔子龍
 4C 梁翹因 4C 鄧悅慈
香港賽 二等獎 4B 鍾卓然 4B 林俊賢  
 4B 盧伽南
香港賽 三等獎 5A 唐熙妍 5C陳文琪
 5C 李昕渟 5C 黃希怡

²  第八屆校園藝術大使
計劃

6B 羅茵藍（繪畫） 6C 李姵欣（表演）

²  敬師運動二十週年。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小一至小三）
²  敬師運動二十週年。
繪畫比賽

 （小四至小六）

優異獎 3A 鄧靄錡

優異獎 6C 梁詠嵐

²  2015 - 2016 年度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
傑出學生資助（非學
術範疇）

3C 陳海盈

²  2015  [生命的誕生] 
兒童藝術年展

 （繪畫比賽）

金獎 3C 張瑞瑩 優秀 1D 張瑞楠

親子歷奇日營

保良局蕭漢森小學
2015-16年度獲獎課外活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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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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加示範

  家長可以向孩子描述
身邊的事物，或是描述家長

正在做的事情，邊說邊做會有

助他們的理解能力。家長不應

強迫孩子跟著說話，否則會有反

效果。

不怕嘗試
  每個孩子的發展速度和能
力都不同的，進度會表現不一。

即使家長已經運用了有效的方法來

教導孩子，孩子也未必有即時及明

顯的進步。所以家長應不怕嘗試，

慢慢地引導孩子，不要把自己孩子

的能力和別的小朋友比較。

製造氣氛
無所不用、
就地取材

 「環境」這個因素不能忽
視，家長應給予孩子足夠的機會

去表達自己的需要。與孩子溝通時，

家長可能會不自覺地只顧表達自己的

意思或發指示而忽略了他的示意和興

趣，採用了一些「單向」的說話方

式。親子溝通應該是「孩子主導」

並且是雙向又是互動的，父母和孩

子應共同參與，樂在其中。

  家長可在日常生活中透過
玩遊戲或觀察身邊的事物，來引

導孩子學習不同的事物。例如：語

言方面，我們可以透過玩棋子或在超

級市場購物時，教懂孩子很多不同的

詞彙如各種不同的名詞，甚至相關的動

詞等。

親子溝通六大錦囊

  家長需要留意所選擇
的遊戲和玩的方法是否適合

孩子的能力。過份困難或容易

的，也會令他們失去興趣，有

合理的期望才能令孩子在輕鬆的

環境學習。

多加回應

  在溝通過程中，家長要對
孩子的嘗試表示讚賞，並即時作

出回應。這不但可以鼓勵他繼續參

與，還可讓他樂於與你溝通，學習表

達自己。

調節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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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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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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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張炳堅校長 總編輯：關惠文老師 編輯：施美雲老師 陳漢基老師

保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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