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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P.L.K. Vicwood K.T. Chong No.2 Primary School

  2020年初爆發COVID-19疫情，一種新型病毒，帶給我們一年多生活上的無奈與不穩定，幸好2021年新疫苗研製成功的消息，為我們帶來希望。
很多人懊惱疫情給生活帶來諸多不便，心情亦因此鬱結難抒，其實我們可以嘗試從正面去檢視疫情帶來的影響。首先是各人的衛生意識大大提高了：
現時同學們知道要在家「量體溫」；身體不適應儘快求醫，為免傳染他人便留在家中休息，不勉強回校上課；又養成勤洗手及時刻保持社交距離的習
慣，更帶備搓手液、口罩等個人防疫裝備。其次，我們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增加了，父母子女間有更多了解，有助親子溝通。最後，雖然面授課時間減
少，但亦加速資訊科技應用於學習的發展，提升學生及教師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疫情期間，學校不時面對停課、實時網上課堂、分級回校進行面授課的改動，但凡一有變更，隨之而來的就是各行政工作的配合，時間一般都十
分緊迫，幸得各位行政人員的合作，問題都得儘快解決，更能及時通知家長。
  這一年，學生回校上課的天數大幅減少，而且只能是半天的「壓縮」課程。老師為課程作出各種調節，善用回校面授及網課的有限時間，盡力讓
同學達致各個學習目標。因疫情帶來的新的學習模式，行政工作亦隨之需要作出不少變更，然而學校在優化學與教的步伐並沒有因此而慢下來。為
了提供更優質的教育，2020-2021年度學校參與了數個課程改革的計劃，分別由教育局、教育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專業團隊領導的各個課程發展計
劃：包括數學科、常識科及資訊技巧科。老師們不但接受了專業培訓，亦透過與教育局或大學團隊成員一起進行共同研課，設計不同的學習活動，利
用各種教學策略，讓學生學得更投入，學習果效能更進一步。
  人類能發展至今日如此文明的社會，全因懂得積極求進、努力提升自我。當你發現身邊有這些擁有正能量的朋友時，我們應多多親近，彼此互相
砥礪；若遇上一些總在發放負能量，不求進步的朋友時，我們亦應嘗試改變他們，期望他們與我們一起踏上求進的道路。
  20-21學年快將結束，這是不平凡的一年，無論它給我們帶來了甚麼影響，相信對所有香港人而言，都是難忘的一年，尤其對於部份家長來說，可
能從沒想過當年讀書時要面對2003年的「沙士」疫情，如今成為家長後又要面對「新冠」疫情，然而無論疫情帶來甚麼困難，我們都應該積極面對，
讓自己成為一個充滿着正能量的人！
  祝願疫情早日退卻，讓大家重拾愉快的生活。

  經過一年多的停課、網課、各級分流回
校上課等不同的上課安排，學校終於在5月
24日全面復課。雖然只是維持上午授學，但
總算是全校同學齊齊整整地回校上課。同學
們經過長時間在家生活、學習，活動大多在
室内進行：上網課、玩遊戲機、叫外賣已成
為習慣。
  復課後，同學們準時到校等待進入校
園，可見對校園生活的期盼，他們特別珍惜
與同學及老師相聚的時間。有趣的是，由於
防疫期間校園內人人必須戴上口罩，只看到
同學部份面容，但憑一雙雙眼睛，憑步行的
姿態也可認到同學的身分。
　　正如今天，我碰見一位眼睛又大又亮的
同學……
　　老師說：「你高大了？」
　　同學說：「還肥胖了呢！」
　　又碰見一位疫情前經常游泳的同學……
　　老師說：「你身體圓潤了不少，何時恢
復游泳？」
　　同學說：「我也希望游泳，可惜現在泳
池還未開放。」同學的體型也因新冠病毒病
直接受到影響。
  這「百年一遇」的疫症，發展至今，本
港疫情尚算平穩下來，但不少鄰近國家或地
區還正在爆發，情況較香港差，疫症還是處
於不明朗及多變的狀態。
　　我們經歷了極不尋常的一年，也學會了
不同模式的學習，以前大學生應用的網上課
堂，遙距學習等，現在一年級的同學也能做
到。凡事從好處看，過去一年的學習，為將
來奠定了良好的根基，以後哪怕是面對「疫
境」甚至「逆境」，我們也有能力掌握學習
的方向，有信心步向更廣闊的道路。

鄧立文主任

524 復課有感 環保教育
  本校參加了由香港青松觀主辦「屯門
盆景蘭花暨防疫資訊展覽二零二一」，我
校園圃設計及攝影比賽獲得中、小學組亞
軍。我們在「莊二農莊」拍下的照片，記
錄了植物那美麗的瞬間。

  「莊二農莊」裏
種植了不少蔬菜和瓜
果。環保大使學習了
種植技巧，收割了芥
菜和小蕃茄呢！

  此外，為增加學生對綠化生活的認識、培養他們愛護大自然及種植的興趣，本校參加了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舉辦的「賽馬會一人一花計劃」。本年度栽種的花卉是石竹花，其花色豔麗，容易栽
種，不少同學都能成功地種出花來，一起來看看各級得獎同學的石竹花吧！

  本校參加了商界環保協會賽馬會資源「智」識揀計劃，計劃為學校提供了不同的教育活動，以
進一步宣揚減廢及乾淨回收的訊息。

(1)綠惜劇場
　　劇團於德育課期間到校為同學演出了一場既精彩又有
教育意義的環保劇場《來自未來的你》，內容關於資源耗
盡的危機。在表演者傾力演出下，希望能提升學生的環保
意識，並鼓勵他們實踐減廢回收。

(2)綠惜大使計劃
　　本校的環保大使也參與了綠惜大使計劃，透過網上實
時的環保工作坊，學習減廢回收的知識及技巧，並且學習
製作不同的環保小手工，大家拿着製成品都很開心呢！另
外，同學們參加了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的工作坊後，設
計了以綠化環境為主題的海報，宣揚愛護環境的訊息。

黎純恩高
小組得奬
片段

  時間過得很快！加入家教會這個大家庭就要兩年了。作為家教會委員，本
身的宗旨就是起到一個學校、老師、家長溝通交流的橋樑和紐帶。

  積極協助開展家長委員會每一項活動，有利於加強家長和學校的聯繫，使
得我們可以更加深入地滲透在孩子的學習和生活中，更好地了解孩子以及幫
助孩子健康成長。回顧過去的日子，參與學校每個活動都讓我難忘！當中最難
忘懷的是試後活動「蹦蹦跳跳開開心」，活動豐富又多彩，還有那次新春賣物
會，活動時的情節到現在還記憶猶新！我更記得孩子和家長積極參加和樂在其
中的樣子，也由衷地開心起來。

  作為一個孩子的媽媽，也是家教會委員的一份子，更多的是感恩。感恩過
去的日子每天都過得很充實，就是因為有一班團結可愛的家教會委員和一群義
工媽媽們一起共事、才能將每項活動策劃得又有趣又好玩，謝謝義工媽媽們無
私奉獻！為了孩子們，在百忙之中抽出自己寶貴的時間來幫忙。當然同時也要
感謝老師們的大力支持、幫助和信任才能順利完成每一個活動。

  由於這一年多來受疫情的影響，所有活動都停了。在這艱難的日子裏，學
校對孩子們的學習一刻都沒有停止，全賴校長、副校長、老師以及所有工作人
員無私的愛和辛勞付出，正是因為這樣才能讓孩子們每天平安健康地學習！

  我藉此機會向學校所有工作人員表達衷心的謝意！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工作順利、生活愉快！

  年復一年，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轉眼又一學年了……
  復課之後，學生更珍惜可以回校上課的日子，可以直
接面對老師讚賞或責備，可以和同學分享日常趣事，可以
感受天氣的悶熱……期望新學年能夠回復正常，讓學生除
了學習，還可參加課外活動。畢竟成績並不是成長路上最
重要的一環，新一代的孩子更需要愛。 
  往往就是失去後才發現自己所擁有的並非必然。 
  口罩已經陪伴大家過了不少日子，家教會的活動也因
疫情被取消得七七八八。寂靜時叫人特別懷念試後活動、
聯校運動會、新春賣物會、親子旅行、小六畢業禮……能
夠和委員們一起打拼的日子，就是熱血，就是青春，實在
叫人懷念。 
  這屆家教會的任期即將完結，衷心感謝校方、各委員
和義工家長們，感恩有您！ 
  無疑，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但今年的情況卻真的令
人記取，相信大家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恐怕是：祝願各位身
心健康！

  時光飛逝，不知不覺間已經踏入本年度學期尾聲了！在這學年，學校因應
教育局要求一步步增加上學的人數，由只有六年級回校上課到今天的全校恢復
半天實體上課。自己作為有兩位小朋友在本校就讀的家長而言，最深刻的感受
莫過於由最初安在家中一同上網課的日子；到不同日期按級別接送的日子；再
到復活節假期後能一同上學、一同放學的日子。整個過程特別感受到小朋友能
回校上實體課的喜悅。

  當中下學期的期中考及期考，自己以身為小五生家長角度出發，特別感受
到老師們替學生們着緊。看見老師們花盡心思在這群未能全年度上實體課的小
五生身上，努力協助他們應付人生首次呈分試，我實在感恩。同時亦感謝校方
安排了5月7日全校視像家長日，讓老師們跟家長們了解每一位學生的學習，作
出溝通。家校合作，讓小朋友們得到最大益處。

  在這裏，我盼望疫情能儘快緩和，好讓學生們繼續開開心心地回校學習，
跟老師同學一起交流互動。

  轉眼又是考試季節了，只是這一年怎麼這麼沒存在感呢？雖然記憶每每都能清晰告訴我，這是2021年了，大兒子中三了，小兒子小四了，可
每次填個表，還是會猶豫一下，是小三還是小四？因為上學的時間短，學校的教學任務緊迫，再加上人群聚集的控制，家長教師會已經好久好久
沒有活動了。這一年一切都像脫節了似的。

  反倒是孩子們的電腦技巧在這一年多突飛猛進，不但上zoom是自己處理，有時還能幫我一下。尤其是我們夫婦二人，從拿着手機只會用電
話功能，到現在會用通訊軟件如Whatsapp、微信，甚或上網查找資料，就連網購也學會了……全都是兒子們的功勞呢！
  似乎，這一次的疫情給大家的日常生活帶來了挺大的改變。就像口罩，從剛開始時戴一會兒就氣悶耳朵疼，到現在大家都該習慣了吧。也
許，疫情過後。我也會有一段時間戴口罩，因為我發現這一年半以來，我的鼻敏感竟沒有復發，這該是口罩之功啊！

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心聲

  時間飛逝，不經不覺我加入學校家長教師會已三年
多，擔任副主席也快將兩年。回顧過去，十分感恩能與校
長、副校長、老師、書記及委員，齊心協力地以家校合
作、學生為本，籌辦各種活動和事務，真令我獲益良多。
我亦見證到學校有一班充滿教學熱誠，對學生無時無刻地
付出心血和時間的老師，實在讓人敬佩。我也感恩認識了
一班盡心盡力，無私付出的家長義工們，全賴有你們的積
極投入，參與和協助才能令學校各項活動得以順利完成。
在此，我衷心地向你們說聲：「謝謝！你們辛苦了！」

  對家長教師會委員和家長義工們來說，2021年5月14
日（星期五）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大夥兒早已集合於學
校禮堂，準備協助即將舉行的衛生署「香港兒童免疫接種
計劃」，為小一學童、小五女童以及小六學童提供免疫接
種服務。縱使大家都被口罩和距離阻隔，但仍然擋不住彼
此服務學校的熱誠。在衛生署的護士耐心講解及指導下，
大家都懷着期待的心情及認真的態度分工合作，務求活動
能流暢地進行。當活動開始時，同學們有秩序地抵達禮
堂，有禮守規地逐一排隊坐在凳子上等候打針。老師、委
員及家長義工們面上都流露出無限關愛的微笑，非常專
業、耐心地解答互動。我們有的細心安撫着同學們，有的
向害怕得要命的小朋友提供有力的協助，在眾人同心協助
下，整個過程輕鬆順利地完成。在此感謝各位的支持和無
私的付出。

  最後，在此預祝六年級的同學們能進入自己心儀的中
學，開始人生另一個充滿挑戰而愉快的學習之旅，更祝願
各位同學身體健康、前程似錦，繼續發光發亮！加油！

感恩—
沿途有你

齊心聚力家
校同行

我們都是這樣
長大的

夏日隨
筆

疫情下的學生生
活及家長日

4A 羅嫣斐家長黃草兰女士5A 梁貝兒家長謝愛冰女士

3B 鄒頌藍家長關婉慈女士

3A 尹翺翹 5A 尹銘翺家長范嘉敏女士

4E 鍾兆鑫家長張璧鸞女士

校長的話
李詠琴校長

2021 年 7月

參與少年警訊活動後感

  一如過往，本校參加了由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主辦的2020-21「待人有禮好少年」選舉。由於受2019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本年度本校刪減
了學生投票環節，保留老師投票。選舉分初小組和高小組，投票分兩輪進行，教師在第一輪投票中，在每組中最多可揀選兩名候選人；最高得票
同學，可進入第二輪投票。在芸芸候選同學中，初小組許康悠(3E)及高小組張楚凝(6B)脫穎而出。
以下是她們的班主任對得奬同學的評語︰

  本校參加了「20-21屯門區學生飛躍表現奬勵計劃」，並提名六
位同學參加。獲提名的同學必須具備堅毅及積極進取的精神，在學
業、品行、體藝和服務其中一項範疇有明顯進步。
  以下是獲奬同學名單及老師對他們的評語︰

  5 B班黎純恩同學參加了
「屯門區公民教育暨倡廉親子故
事比賽2020」，並分別獲得小
學高級組優異獎及倡廉親子故事
比賽優異奬。

  得獎片段精彩，快來看看吧！

  我很高興這次可以以少年警訊會員的身分，與台山商會學校的楊綽穎同學合作，一同到少年警訊會所主
持「守法愛紀」法律講座。透過參加這個活動，我期望可以增加與別人溝通的經驗和提升技巧。
  在活動的前一晚，我有點緊張。不過，當到達拍攝現場，看到負責這個活動的黃警長和所有工作人員的
友善態度，我便慢慢放鬆下來。開始拍攝前，我和拍檔先換上少年警訊的專屬衣服，然後就試位，接着再和
許文傑律師綵排。
  第一次綵排期間，發生了一件趣事：由於我們是第一次做主持，心情十分緊張，所以在對稿時，我和拍
檔把對白的意思倒轉了，引得許律師和所有工作人員哈哈大笑。不過，這樣反而令我和拍檔放鬆心情呢！
  因為我們用心綵排，所以在正式錄影時，過程非常順利。完成拍攝後，我們還有時間與黃警長和工作
人員一起玩玩會所內的足球機和籃球機，玩得十分高興呢！
  除了感到非常榮幸有機會參與這次活動，我也獲益良多，期望將來我可以應用這次活動所學到的知識於
日常生活中！

梁貝兒(5A)（學業）班主任評語︰學
生在學校成績卓越，熱衷參加校內
服務，亦積極於課外活動中作多元
發展，如朗誦、繪畫、數學等。

譚穎欣(6A)（品行）班主任評語︰學
習態度比以往認真，待人處事成熟
了，整體比上學期有進步。

張梓峰(6D)（品
行）班主任評
語︰態度温文，
敬師愛友。

林嘉昕 ( 6 E )（體
藝）資訊技巧科老
師評語︰在思維運
算中有優異表現。

葉靖(6C)（學業）班主任評
語︰温柔和順，勤於發問，
學業猛進，從不懈怠，積極
上進，令人動容。

李沛怡(4D)（品行）班主任評語︰
尊師重道、愛護同學、熱心服務、
尚勤尚學。

2020-21「待人有禮好少年」選舉

20-21 屯門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屯門區公民教育暨倡廉親子故事比賽2020

  今年4月，6C班陸芊穎同學以少年警訊會
員身份，與台山商會學校楊綽穎同學，一同為
屯門區少年警訊主持「守法愛紀」法律講座，
以「詐騙新世代」為主題，訪問許文傑律師。
  此外，受疫情影響，每年舉辦之屯門區少
年警訊頒獎典禮雖然暫停了，但今年3月，屯
門區少年警訊負責警司及警長蒞臨本校頒發
2018-2020最佳學校支會獎項，本校榮獲2018-
2019年度最佳學校支會冠軍及2019-2020年度
最佳學校支會亞軍。當天典禮簡單而隆重，本
校李校長及六年級同學代表一同領獎。

少年警訊

音樂科

德育及公民教育

班主任評語：
儀態端莊，謙恭有禮，
和藹可親，敬師愛友，
熱愛服務，做事負責。

6B張楚凝同學

班主任評語：
  康悠是個謙謙有禮
的孩子，我多番跟其家
長溝通，家長同樣是温
文有禮—這引證了家
長身教的重要。

左起︰梁貝兒、譚穎欣、張梓峰、林嘉昕、葉靖

李沛怡

5B黎純恩同學

音樂科冠軍人馬：以下同學在
疫情肆虐期間仍能在公開比賽
中取得驕人成績，值得嘉許。

（後排左起：4A 張卓賢、
      6B蕭建淳）
（中排左起：6A 葉宇浩、
      4B譚 晴）
（前排左起：1A 陳芯妍、
      4C吳蔓洏、
      1C譚浚言）

黎純恩親
子組得奬
片段

6C 陸芊穎

3E許康悠同學



我立志替媽媽完成心願，
從南極游到北極，
開始漫長的旅程……

旅程中，
我有意無意地吞下大量
人類的「偉大」發明：
發泡膠、塑膠袋、鋁罐瓶……
通通儲在胃裏。

我感到生命快結束了。
我仰望漆黑的夜空，
說道︰「對不起！媽媽……
我不能完成你的遺願。」
我哭泣着，我吶喊着……

我知道，
我現在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等待死亡的降臨。

適異性教學
  數學科本年度參與賽馬會「校本多元」計劃，推行「適異
性教學」，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在四年級的課題中設計相關工
作紙，配合網上學習軟件，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需要，引導他
們掌握抽象的數學概念，同時於網課中提高師生的互動性。例
如在「面積」課題中，以往部分學生誤以為計算周界要先判斷圖形面積大小的，因此我們透過網上軟件，引導學生剪貼及拼砌圖形，從中明白到
圖形面積與周界沒有關係，繼而探究比較及計算圖形面積的方法。學生在實作的過程中，鞏固數學概念。

新詩仿作及海報設計

浩瀚的海洋，
養育了各樣的生物，
我是一條既活潑又可愛的小鯨魚。
爸媽總是在我身旁團團轉，
直至……

一天，
媽媽不慎游進人類的魚網，
被魚鈎刺穿了身子，
奄奄一息地告訴我︰
「孩子，我有一個心願，
就是從南極游到北極，
你可以替我完成嗎？」

小鯨的一生中文科

數學科

視覺藝術科

新詩：6A 王泓蓁

插圖：6B 曾朗欣

You can a lso  f ind  many b ig 
animals in Zimbabwe. Do you want 
to guess what big animals can be 
found here?We have the ‘Big 5’: 
elephants, buffaloes, rhinoceros, 
lions and leopards.Have you ever 
seen these in Hong Kong?
Zimbabwe is a nice place to visit.
Next time when you plan your trip, 
will you consider Zimbabwe?

You may want to know the 
food I usually eat in Zimbabwe. 
Z imbabweans  usua l l y  ea t 
‘Sadza’.  It is our main and most 
popular dish. Sadza is made out 
of ground corn and it’s usually 
served with meat stew or braai 
and green vegetables. Yummy!

Hi, my name is Ms Mercy. 
I  come f rom Z imbabwe 
and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my country.

Life in Zimbabwe is magical! 
Z imbabwe is  a  count ry  in 
Southern Africa. The capital 
and largest city is Harare. There 
are about 15 million people 
living in Zimbabwe, that’s right, 
15 million! Most of them are 
Christians. Zimbabwe is home 
to one of the 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 the majestic Victoria 
Falls. This waterfall is renowned 
for being the largest in the 
whole wide world.

英文科

學生運用 iPad及
Geogebra軟件進
行剪貼，比較出紅
色長方形的面積較
藍色長方形的小。

除了「面積」課題外，我們
在「四邊形關係」的課題
中，亦利用學習軟件和工
作紙有系統地引導學生找
出它們的從屬關係，有助
他們掌握抽象的數學概念。

中銀香港—新春Whatsapp Stickers
創作比賽優勝作品

  1E劉心言在《中銀香
港—新春Whatsapp Stickers 
創作比賽》的初小組獲得第一

名，心言和家長在5月8日前
往中銀出席主辦單位的頒獎

禮，以下相片為劉心言和中銀

的頒獎者代表的合照。

  4A陳子諾在
《中銀香港—

新春Whatsapp 
Stickers 創作比
賽》的高小組獲

得優異獎。
（左起：陳子諾家長、李校長、
4A陳子諾、中銀頒獎代表）

掃描QR code
以下載以上
W h a t s a p p 
Stickers。

  四年級常識科以「營養素」為主題，與英文科配合，進行跨課程閱讀。老師與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小學校本課程發展）江雪儀博士
共同研課，設計能融合不同學科知識及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學習活動。透過閱讀不同學習材料，分層提問與回饋，引導學生多角度思考。
  透過多元化學習活動，學生認識五大營養素及不同烹調方法，並懂得閱讀食物營養標籤，選擇健康的食物並明白均衡飲食的重要。最後學
生化身星級大廚，設計及烹調營養均衡的菜式，以符合健康飲食原則。

  近年流行的STEM教育強調有別於傳統的科目，着重跨學科知識外，也特別着重
培訓學生的邏輯思維、解難、創新技能的應用、協作、創意力等能力，令學生能應
對未來社會的轉變和挑戰。「運算思維」是學習有系統地分析及解決問題的思考方
法，從而運用在其他科目及日常生活層面上，啟發學生們各方面的潛能。
  有見及此，本年度我校參加了「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CoolThink@JC)計劃，
於高小（四至六年級）推行編程教育，訓練同學運算及邏輯思維。高年級同學會
於2020至2022年間學習利用不同平台編寫程式；而三年級則引入校本課程（見下
表），為銜接來年編程教育。此外，我校在網上舉行了兩次Scratch家長工作坊，題
目為「雞蛋防衛隊」、「甲蟲怎樣走」、「禮讓小司機」等，培養網絡禮儀及認識數
碼版權，反應不錯。

2020-2021學年 2021-2022學年
三年級 Scratch Jr &Micro:bit Scratch Jr &Micro:bit
四年級 Scratch Scratch
五年級 Scratch App Inventor

六年級 Scratch App Inventor

  Scratch是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終身幼稚園團隊開發的一種程式語
言，初學者不需先學習語法便能設計，讓大家在愉快的環境下輕鬆地創造自己的作
品，再透過Scratch官方網站與人分享。
  歡迎各位到訪以下網址，於Scratch創作坊欣賞本校學生努力的
成果。（有部份專案需用鍵盤方向鍵操作）：https://scratch.mit.edu/
studios/29945391/

  本校較早前參加2020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並且榮獲「關愛校園」獎項。2020年是艱難的
一年，大家生活在疫情的陰霾下，學生的學習模式由面授變成網課，學校的輔導計劃及活動都被影
響，但是當中學校的關愛工作卻從未休止。
  駐校言語治療師譚惠恩姑娘貼心地使用電話應用程式及網上視像形式為同學進行訓練，無阻訓
練學習進度。校本心理學家謝玲瑛姑娘同樣以視像形式與老師進行會議，了解同學的學習情況，亦
為家長主持網上家長講座，為有學習需要的學童提供專業支援。駐校社工巫迪娜姑娘及林莠惠姑娘
亦在網課期間與家長透過電話緊密聯絡，支援學生及家長在學習新常態下遇到的種種挑戰。
  以往面授的課後小組亦因應疫情而改以網上形式進行，同學在網上與其他同學一同玩遊戲，觀
摩大家的作品之餘，亦分享自己感受，互相打氣，增強抗疫能量。當中導師會作即時回饋，小組完
結後會與家長透過電話聯絡，支援不同學生及家長的需要，做到「線輔相成」，無論線上與線下，
均持續為不同的持份者提供適切的支援。

常識科

學生支援

校本支援計劃—跨課程閱讀

無懼疫境  校園顯關愛

資訊技巧科

透過分層提問，引發學生討論有關課題及引導
學生多角度思維。

透過高階思維訓練工作紙，學生
分析龍族盛宴餐單是否符合均衡
飲食原則。

江雪儀博士與李校長及老師合照。

同學們積極參加課堂活動。
同學精心製作的佳餚。

駐校言語治療師譚惠恩姑娘與同學用
zoom進行訓練

小手肌訓練班學員作品 讀寫訓練班學員作品

「關愛校園」獎座「關愛校園」獲獎橫額已懸掛於校外圍欄

  回顧過去兩年家教會的生涯，大家都見證及經歷了劃時代的變遷，由舊校舍喬遷至新校舍、實體課轉成網課、掛在臉上的笑容變為口罩……種種的生
活和上學模式都急促地變化，慶幸在堅毅的鬥志下，各位都咬著牙關，逐步適應過來，一步一腳印，點滴在心頭。

  因應疫情關係，為保障大家的健康安全，家教會的大型群眾活動都只好暫時擱置，等待疫情好轉後才考慮繼續舉辦，例如一年一度的新春賣物會、試
後活動、親子旅行……然而家教會雖未能如期舉行上述大型活動，但各委員及親愛的家長義工們都積極協助學校進行各項重要的抗疫工作，例如在復課

前，為每一張學生枱增設及安裝防疫擋板，並將機構送贈的防疫物資逐一放置學生枱面上，並與學校舉行會議，商討復課後的各種清潔、消毒和防疫措施

的安排。大家互相分享及交流意見，同心抗疫，守護學子。

  除此之外，家教會委員及義工在這艱難的時刻，協助衛生署進行學童健康疫苗注射，悉心照顧每位孩子，希望他們擁有健康的身體。
  在疫情嚴峻的衝擊下，全球人類的生活模式霎時改變，每個人均努力應對生活上的挑戰，原來能夠回到課室上課是那麼珍貴的機會，縱然一切得來不
容易，但亦教曉我們珍惜擁有的一切人和事，原來自己一直活在幸福中，我們應當常懷感恩的心，明白世事沒有理所當然，順流逆流也隨遇而安，所有挑

戰和困難定可泰然渡過。

  慶幸逆境中各教職員堅守崗位，艱苦教學，家教會亦在各委員及一眾熱心家長義工不辭勞苦的付出下，順利完成各項「不一樣」的任務，除致上衷心
謝意外，同時祝願世界和平、疫情消散，各位身體健康、學業進步、生活愉快！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家長教師會
2020-2021年度財務結算表（截至15/6/2021）

項目 收入 (HK$) 支出 (HK$) 結餘 (HK$) 盈餘∕（補貼）

1 2019-2020年度結餘  112,493.39  112,493.39 
2 訂購花牌 800.00  111,693.39 (800.00)
3 訂購課室防疫檔板包邊膠紙 900.00  110,793.39 (900.00)
4 會費   11,660.00  122,453.39 11,660.00 
5 售賣新校紀念品    3,100.00  125,553.39 3,100.00 
6 訂製利是封 3,850.00  121,703.39 (3,850.00)
7 EDB家教會經常津貼    5,740.00  127,443.39 5,740.00 
8 訂購接待處透明檔板 3,112.00  124,331.39 (3,112.00)
9 會訊印刷費用攤分 892.00  123,439.39 (892.00)

10 週年大會支出（購買文具） 14.00  123,425.39 (14.00)

11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贈送
拉筋繩—運費支出

54.00  123,371.39 (54.00)

總收入 132,993.39 
總支出    9,622.00 

結餘   123,371.39 
製表人： 曾銘狄主任

覆核人： 張璧鸞女士

家長教師會  主席的話
同心協力  戰勝「疫」境 4B 黃彥溱家長林沛沂女士

4D黃喻朗  6D黃芷晴家長梁麗洪女士 3A 王靖瑜家長陳娟娟女士
  2-4月停課期間，老師透過不同模式，努力支援同學在家學習，
做到「停課不停學」。在Zoom課堂上加插了小影片、youtube小遊
戲等形式增加學生對視像課程的興趣，實時調整教學，重新安排教

學時間表。

  4月開始疫情終於見到曙光，緊接教育局宣佈復課的一刻，相
信大部分家長與我一樣，內心都是無比高興。終於可以暫時結束跟

「神獸」搏鬥的日子，可以騰出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學校方面，早已為各班別預備了充足的防疫物資，為復課提前
進入工作狀態，為保障復課後學生生命和身心健康，幫助孩子迅速

調整學習狀態，他們默默做了許多許多……

  家長方面，這段日子給我們上了寶貴的一課，這次疫情的影響
是前所未有的，給我們機會去學習怎樣利用正面的態度去處理和思

考不同的因素和人生方向，學習換位思考，明白到面對困難總有解

決的辦法。

  5月24日起全港小學全面復課當天，學生都穿著整齊的夏季校服
高興地踏入暫別已久的校園，見到班上的同學和朋友，大家都表現

得非常興奮，急不及待地走上前說個不停。看着他們的背影消失在

校門裏，家長內心也舒展開來，希望他們能好好珍惜上學的日子，

儘快在復課期間將失去的知識追趕回來。

  我也明白，學校在復課面授期間，不斷作出檢視，同時也接納
了家長對復課期間提出的一些建議，從中作出調整，優化學習進

度，達致更加切合當下學生的學習需要。在這裏衷心地向各位老師

說一聲：「你們辛苦了！」

  加入莊二的家長教師會已是第二個年頭。在這裏我認識了一班志同道
合、毫不計較的委員和家長義工，因為有「你們」，「我們」才能順利完

成各項活動。

  疫情持續了一年多，所有事物也不再一樣。在這前所未有的限制下，
如何引導孩子愉快及有效地持續學習，是艱鉅的挑戰。老師與家長之間，

還有家長與家長之間的緊密溝通和相互支持，更為重要。

  學校對學生來說，除了是學習知識的地方，還是一個學習社交和守紀
律的地方。各式各樣的校隊，形形色色的訓練班，也是同學們所需要的。

期望隨着疫情慢慢好轉，學生們可以恢復全日制上課，重新投入完整的校

園生活。

  祝願各位快將升上中學的同學們能順利適應中一的學習生活。各家長
和老師們能有健康的身體，陪伴小朋友成長。

疫情感想 期待全日制上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