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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最適切的照顧 
最優質的教育

歌聲把讚美化為馨香的祭獻給上主。隨後的匯演在安

排上也別具心思：合唱團、無伴奏合唱、手鈴手鐘、敲

擊等不同的節目一個緊接一個，把大會主題「愛感恩、

樂承傳、敢創新」活潑地展現在舞台上。同學們精彩投

入及具質素的演出，贏得觀眾一致好評。晚上的感恩 

聚餐有不同屆別的校友和退休校長、老師出

席，很值得高興的是創校校長李國器校長和

首屆畢業生也能與我們聚首一堂，挺有意義！

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創校於一九五七年，至今已有

六十個年頭。在上主的保守與帶領下，學校經歷了不

同時代社會的變遷及教育改革。六十年間由黃竹坑新

圍村三號一個住宅單位開始，發展至今天一個擁有

三十個課室、多個特別室，且設備齊全、環境優美的

獨立校舍。感謝上帝為學校預備了一班忠心辦學、勇

於承擔、敢於創新的歷任校監、校董、校長與及一群

熱愛教育工作、有心有力的教職員同工，成就了學校、

更成就了無數的孩童。

今年我校為慶祝辦學六十周年，我們分別舉辦了校慶

標語及徽號設計比賽、校慶嘉年華、校慶感恩崇拜暨

匯演及校慶感恩聚餐。感恩崇拜當天，詩班以美妙的

多個校慶活動得以順利

進行，要多謝老師們的

通力合作及家長和校友

們的全力支持。

在往後的日子裏，聖公

會田灣始南小學必定會

繼續茁壯成長，為孩童

提供最適切的照顧、最

優質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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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周年校慶 
感恩崇拜暨匯演

聖公會始南小學於1957年創校，為慶祝鑽禧校慶，本

校於2017年12月8日假香港演藝學院賽馬會演藝劇院

舉行六十周年校慶感恩崇拜暨匯演。

當日感恩崇拜蒙鄺保羅大主教主禮，並由田灣及置富

始南小學聯校詩班一同獻詩«Look At The World» (John 

Rutter)。 

六十周年校慶主題為「愛感恩、樂承傳、敢創新」，是

次校慶匯演以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形式作啟動禮。兩

校分別由家長、老師、校友及學生代表，呈獻果子及

花苗在始南樹。果子 ── 代表我們感謝上主對始南小

學的眷顧恩典。花苗 ── 代表在始南成長的每一位莘

莘學子，繼續承傳本校校訓「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其中最重要的環節，就是由陳謳明主教及眾嘉賓獻上

彩球，令始南樹發光發亮，讓始南小學繼續光輝發展，

延續始南精神。   

緊接啟動禮的，就是由本校同學開始匯演節目部分。

節目以音樂表達校慶主題，透過歌曲內容、各種表演

及不同的感官效果，貫穿整個演出。歌詠團同學除了

獻唱優美動聽的歌曲之外，亦與手鐘手鈴同學𢹂手以

現場即興聲效合奏演出，更聯同校友及敲擊班同學合

作表演，以音樂表達歡欣、喜樂和共融。

是次校慶匯演，由籌備、訓練至演出，整個過程雖然

艱辛，當中更遇上種種的挑戰，但是，這對眾位師生

卻是個難得的學習體驗。台上每一位學生的努力付出，

以及對音樂的熱誠投入，讓每位嘉賓和觀眾留下難忘

的印象。  

啟動禮始南樹

手鐘手鈴樂團 校友學生獻花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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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在校內「一屋老幼記」選拔賽中勝出的隊伍

參加了由機電工程署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辦

的「樂齡科技顯愛心比賽」，成功進入各組別最

後七強的決賽。入圍決賽隊伍向機電業界的專家

評判介紹其設計方案，並即時回答評判的提問。

結果，5B梁軒誠、丘柔設計的「食物計時器」及

5B潘依琳、麥宗淇的「神奇愛心藥盒」分別獲共

融組銀獎及銅獎。5B廖靜霖、5D梁晞晙、李文

哲及蘇曉揚設計的「智能雪櫃」獲小學組優異獎。

期望同學們秉承本校「非以役人、乃役於人」之

校訓，設計更多既實用又具創意的發明，令生活

更美好！

得獎同學與家人、校長及老師一同出席頒獎禮，分享學習成果。

2017-2018年度風紀生隊長及組長

獲共融組銅獎的 「神奇愛心藥盒」 「智能雪櫃」獲小學組優異獎「食物計時器」獲共融組銀獎

為延續關愛文化，共建關愛校園，本年度訓輔主題為「愛

主愛人，盡顯潛能」。透過獎勵計劃，與各科組合作推行

全年各項活動，讓同學學會愛神愛人，懂得去尊重別人，

學會感恩。同學於學期初收到一本「學生成長印記」，同

學積極參與各項德育及公民教育活動，得到老師、同學

或家長的認可後，將獲得獎勵貼紙，同學可利用獎勵貼

紙換領個人及班際獎。獎勵貼紙共分為五款，以獎勵同

學在學業、守規、愛主、服務及活動各方面的表現。

訓輔主題 
愛主愛人•盡顯潛能

「一屋老幼記」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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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11月25日，本校

派出了 9 位同學參加由明愛

莊月明中學舉辦的「中西南

區小學校際比賽 — 聰明車

比賽」，希望藉此將科學融

中西南區小學校際 
聰明車比賽

第三屆「圓玄一中盃」
Rummikub比賽

入生活，進而推動同學對科技的了解，讓他們能夠勇

於嘗試，培養自信，發揮創新意念。在60分鐘的時間

内，同學利用電腦編程控制聰明車(Arduino)，利用最

短時間完成指定路線。當日比賽十分激烈，同學們都

盡心竭力，積極投入比賽當中，結果本校勇奪亞軍。

是次比賽，莊月明中學更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

副教授湯兆升博士為同學進行即場的科學講解及示範，

讓同學感受到科學探究的樂趣。

在 2017 年 10 月 11 日期間，我們有 19 位六年級同學參加

了一連三星期的《STEM教育─小小科學家實驗夢工場》。

這個活動是由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舉辦的，目的是透

過一系列動手做的趣味科學互動實驗和VR虛擬實境體驗，

讓同學認識物理、化學、生物、科技等不同範疇的知識，

培養學生創新思維及提升他們對學習這類知識的興趣，明

白科學與科技和生活有着密切的關係，並學會以科學方法

解決生活的難題。

完成課程後，參與活動的學生更獲得由中聯辦教育科技部

吳招勝副署長頒發的證書。

本校於 2017 年 10 月 21 日派出八位同學參加由香港道

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舉辦之第三屆「圓玄－中

盃」Rummikub魔力橋數學棋小學邀請賽。各隊同學在

賽事中均悉力以赴，為自己隊伍爭取最佳成績。經過緊

張刺激的競賽後，本校同學奪得隊際冠軍。

陳白沙紀念中學  
小小科學家 
實驗夢工場

透過「動手做」的科學
實驗認識科學原理

同時正在進行「空氣炮」
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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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的「小園丁」及「環保大使」於 2017年12月2日在

香港仔海濱公園參加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之「南區

植樹日」。該項活動安排參加者在公園內的花床廣植時

花及灌木，藉此美化區內環境，提高學生的綠化及愛

護林木的意識。此外，該項活動也培養學生保護環境

的責任感，並鼓勵他們放眼世界，以積極行動關注香

港的環境問題，改善我們的社區。

港島區賣旗日

南區植樹日

在 2017 年 12 月 2 日，我們有 20 位二年級親子義工參

加了港島區賣旗日。這次活動是由香港弱智人士家長

聯會舉辦，我們希望透過這次賣旗活動，讓親子義工

為智障人士組織籌款，提升智障人士的社區生活能力，

裝備照顧者，並幫助智障人士面對老齡化的問題。主

辦機構透過賣旗所得的款項，將會協助他們爭取福利、

服務及權益，同時亦會推行社區教育，讓公眾認識智

障人士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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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天地 
親子導賞參觀

2017 年 10 月 12 日是我們的公益金便服日，學

校每年都會參與這項活動，希望透過活動，讓學

生能參與更多社會慈善公益事務，幫助社會上有

需要的人。今年公益金便服日所籌得之善款，將

全數撥捐公益金所資助的社會福利機構，惠澤社

群。本校今年度共籌得港幣46,432元，能取得如

此佳績，實在多謝各位同學及家長的踴躍參與，

謹致謝意！

公益金便服日 敬師日

家 長 教 師 會 在 2017 年

11月18日舉辦了「錦田

鄉村俱樂部」師生親子

郊遊樂活動，當日合共

有 700 人 參 與。 家 長、

老師和同學們能在百忙

中聚首一堂，親近大自然，共度親子、師生共融之樂，

實在難能可貴。我們在大草地上進行了各式各樣的遊

戲，包括「二人三足」比賽。在比賽中，大家都竭盡所

能，努力衝向終點，過程真是緊張刺激。此外，有些

同學放風箏，有些同學和家長踢足球，還有些同學跳

大繩。到了燒烤時間，全場70個燒烤爐火光紅紅，場

面熱鬧，師生親子一同大快朵頤，吃得津津有味，大

家都滿載而歸，度過愉快的一天。

2017 年 11 月 25 日，家長天地活動是親子導賞參觀，

目的地是元朗綠色教育中心。透過遊戲及學習體驗，

讓大家認識可持續發展、環保及有機耕作概念。設施

包括：互動學習中心、視聽畫廊、蝴蝶園、魚菜共生

池。同學們一同體驗了有機耕作的過程，非常投入，

活像一個小農夫。

2017 年 9 月 10 日是第 20 屆的敬師日，我們藉著這

個特別的日子，讓同學們透過「敬師心意咭」以及同

唱 < 良師頌 >，感謝老師默默耕耘，誨人不倦的精

神，從而表達對老師的敬愛之情。同時學校希望透

過活動教導學生懂得尊師重道，建立良好師生關係，

令校園倍添溫馨氣氛。

師生親子郊遊樂
家長教師會

一羣熱心的家長教師會家長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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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浩麟老師
大家好，我是邱浩麟老師，我在本學年擔任

4C班班主任，主要任教數學及體育科。我非

常榮幸能加入田灣始南這個大家庭。感謝大

家的照顧及幫助，我很快便融入這裏的校園

生活及始南的文化。我的興趣跟很多同學一

樣，就是做運動。如有時間，我十分樂意與

同學交流各方面的心得。希望我的知識和經驗能啟發同學們

不同的新思維。

龍鳳儀老師
大家好，我是龍鳳儀老師，很高興能成為田灣

始南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我在本年度主要任

教 2C 及 5K 班的英文科，亦是 2C 班班主任。

空餘時，我很喜歡一些靜態的活動，例如：聽

歌及看話劇。

猶記得第一天踏進這所學校，我便馬上感受到

這裏的關愛文化和濃厚的學術氣氛。另外，專業的教師團隊、

守規勤奮的學生們，再配合學校營造的語言環境，相信每一位

同學都能做到「愛主愛人、盡顯潛能」。

葉可人老師
你們好 ! 我是葉可人老師。我很開心能夠

加入田灣始南這個大家庭 ! 我現在是 2B 班

的班主任，任教數學、常識、視藝及宗教

科。我很享受和你們學習的時候，欣賞這

裡的同學很有求知慾及投入的學習氣氛!在

空閒的時間，我喜愛看看書，特別是偵探

小說及心理學的書籍，而且，我也喜愛打爵士鼓，特別喜歡

投入當中時帶來的節奏感。同學們，你們空閒的時間又會做

什麼呢，可以分享給我聽聽嗎? 

梁樂雅老師
大家好﹗我是梁樂雅老

師，今年度主要任教英

文， 亦 是 1A 班 的 班 主

任。我認為語言是人類

擁有的神奇工具，所以

很 喜 歡 和 不 同 地 方 的

人接觸，從中學習不同國家的語言及文

化。我在本年度加入了田灣始南這個大

家庭，迎來我人生中的一大挑戰，這就

是我第一次用中文授課，希望同學用心

學習，我們一起努力!

崔樂怡老師
大家好! 我是崔樂怡老

師，很高興加入聖公

會田灣始南小學這個

大家庭。本學年我將

任教中文和視覺藝術

科。適逢今年是田始

六十周年校慶，希望藉著校慶活動，能

與同學一起共度難忘的校園生活。在此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出自《進學解》的

名句：「業精於勤，荒於嬉。」希望同學

們能在學期初便好好分配課餘時間，快

樂和充實地渡過這一年。

Mrs Thakkar
Hello TCN family!

I am from India and have moved to 
Hong Kong in 2016 with my family. I 
did my entire education in a convent 
English school.  And I believe that if 
we work hard and keep faith in God, 
we will surely succeed. 

I love my work and believe that teaching is the best 
profession in the world. I wish all the students success 
and happiness.  

Mr Milbank
I grew up in a small farming village 
in the UK where you can look out the 
window and see horses, cows and 
sheep everywhere. Coming to Hong 
Kong was a very exciting experience 
as everything is so different. I have 
been here for over four years now 

and still enjoy exploring. Some of my favourite things to 
do are running, eating hotpot and going to the gym. I 

am trying to get healthier, wish me luck!

校園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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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顧問：郭妙嫻校長丶馮玉榮副校長    總編輯：黎銘賢主任丶周珮雯老師    編輯：全體老師丶家教會執委

The English panel introduced some exciting new 
initiatives this year to develop the school’s language-
rich environment. Students have been consistently 
delighted and surprised by the myriad of activities 
and opportunities to speak English, and participation 
has been fantastic. Here is what has happened so 
far, who know what we’ll do next?

Getting excited for the first ever English Day

GETTING TO KNOW YOU 
(18TH OCTOBER)
With so many new students and teachers, how will we ever 

keep up? With a mystery hunt of course. Today we got to find 

out about all the English teachers and ask questions about who 

we are and what we like to do. We finished off with nursery 

rhyme sing-alongs on the tri-lingual stage.

Can you guess who's who?

Mrs Thakkar teaching tricks

Carry on Carolling

TONGUE TERROR 
(22ND NOVEMBER) 
Peter Piper picked a peck of pickled peppers, but could he sing? 

This English day saw students study some super silly signs and 

sing songs for stickers. Students were also introduced to the first 

few songs for the TCN’s Got Talent competition. Campus TV secured 

exclusive footage of our NETs performing for a tough panel of 

judges. Luckily they made it through to the next round.

TIS THE SEASON 
(13TH DECEMBER) 
Ho Ho Ho ( 好 好 好 :P), Merry Christmas! To get into the Christmas 

spirit, teachers and English Ambassadors donned Santa hats and 

reindeer antlers to guide students through traditional Christmas 

Carols. Much mighty musical merry-making resulted in high spirits, 

which carried through with the next episode of TCN’s Got Talent, 

where new challengers appeared and sweetly serenaded the school.

If you would like to dedicate a song, message or make suggestions for English Day activities, feel free to email 

csjm@tcn.edu.hk with your ideas, and you could hear it in the morning announcements!

ENGLISH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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