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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教育
田 始 在 穩 健 的「關 愛 校 園 」基 礎 上 建 構「正 向 校 園

文化」，三年的學校發展計劃，我們會以正向教育

（Positive Education）所著眼的個人的身心健康作為起

點，幫助學生及教師探討個人的性格強項，並且建立

積極正面的情緒，以及發展良好的人際關係，從而邁

向有意義、豐盛圓滿的人生。

教師是學生成長中重要的引導者，也是建立正向校園

的靈魂，文化得以建立實有賴全體教師的認同和配合，

因此校方於九月舉辦了「正向教育──教師工作坊」，

聖雅各福群會的林姑娘讓教師們從別開生面的遊戲中

瞭解自己及同工的性格強項並加以運用，再進一步掌

握正向教育的基本理論，盼望能學以致用。

身心正向，愉快成長
為延續關愛文化，共建正向校園文化，本年度學校將

訓輔主題訂為「身心正向，愉快成長」。透過「正向田

始人」獎勵計劃，訓輔組與各科組合作推行全年各項活

動，幫助同學認識自己，學會如何尊重別人，提升人

際關係技巧。本年度主要以「人際關係」及「身心健康」

為主題，透過各科組活動、班級經營、成長課等，讓

學生實踐正向生活。同學於學期初會收到一本「學生成

長印記」，同學積極參與各項德育及公民教育活動，並

得到老師、同學或家長的認可，便會獲得獎勵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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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愛心、健康生

活及活動各方面的努力，期望同學們能全力以赴，盡

展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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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善
受教

盡心
盡力

愛校
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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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

在理論以外，教師還需在生活中實踐及體會，校方把

握了教師發展日的空間，進行了舒展身心的遠足活

動。從田灣出發，沿着港島徑第二段漫步，以嶄新的

視野來欣賞香港仔、水塘及黃竹坑一帶的風景，大家

都享受着身心的平靜，為繁忙的教學工作注入動力。

 

教師們利用教師發展日一展身心

老師寓學習於娛樂林姑娘向老師講解正向教育及
其施行方法

本年度的訓輔主題：「身心正向‧愉快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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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和輔導成長課進行整合，在四至六年級的成

長輔導課課程中，大量加入教導同學面對逆境的技巧，

以多元活動的教學方式，讓同學學習積極正面的思維

模式（Growth Mindset），此外，我們也顧及初小同學

的需要，我們也在一年級至三年級的輔導成長課中，

特意加入目標感和樂觀感這兩項正向抗逆元素，冀能

為全體同學的正向成長打好基礎。

要孩子有正向的抗逆能力，單靠校方成效是有限的，

因此，我們在家長教育方面，也加入不少的正向及抗

逆主題，希望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果效。如健樂人生生

命教育、「正念」（Mindfulness）減壓講座、正能量親子

工作坊、「不再受壓」壓力管理工作坊、家長精神健康、

提升子女抗逆力等。

正向抗逆活動

抗逆力（對抗逆境的能力 Resilience）是人類的一種潛

能，能使人於危機或壓力後，仍能順利地復原的能

力。擁有抗逆力的人面對困難、失敗和挫折，都能正

面積極地回應和面對生活困境。

本校成長的天空計劃、抗逆不倒翁小組、童心藝行小

組、抗逆射擊班等活動，正是培育同學具備面對困難

的適應能力，有系統地讓同學能勇敢積極地面對挑戰，

從中學習成長，加強生命的承受力，同時也為參與同

學提供服務長者及小朋友的機會，讓同學嘗試學習服

侍他人，享受當中的樂趣，讓他們能運用抗逆知識技

巧於活動中。根據校方多年的調查，參加計劃的同學

面對困難的自信心、合作能力等均有所改善，並能持

續保持於提昇後的水平。

然而單單小組活動是不足夠的，故此，校方將德育及

在有趣的活動中學習
訂立合適的標目

家長角色扮演是實踐支援子女抗逆能力的重要環節

家長積極參與正向抗逆講座

透過原野烹飪，學習在衝突中一同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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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課堂活動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同時又可推

動自主學習呢？

究竟是電腦課的實踐部份？還是科技研習的小組協作

活動──由設計、實驗、失敗、改良到再實驗，達至

成功？抑或是語文科的小組討論、匯報？難道是 數學

科解難部份的挑戰活動？或者是視藝科和音樂科的創

作元素？再想想體育科的競賽環節？然後再回味一下

戶外學習的親身體驗？如此種種，全都是是學校生活

裏面最珍貴、有趣的學習經歷，同學們都不會置疑。

那麼，我們相信如果能將上述各個有趣環節總滙在一

起，那麼學習必定快樂無窮！本年度我們田始的課程

組正嘗試綜合上述有趣的學習元素，在四年級的「科學

與科技課」內推行。這個每週兩節的校本課程涵蓋了電

腦科的「資訊科技素養」、「編程」、「電子學習」的知識、

技能、態度範疇，以及常識科的「水」及「空氣」兩個

課題。

在這個新課程中，同學進行了「水車大比拼」，並利用

微型電腦 micro：bit 編程活動製作不同的裝置（例如乾

手機）；他們會在課堂內進行不同的小實驗，以及到濕

地公園做實地考察，了解水如何在大自然的濕地內進

行過濾……

希望這些新課程能配合教改的方向──聚焦、深化及

持續，讓學習過程變得既自主、又愉快，為學習「寫

出」新定義。

 四年級「科學與科技課」

水車大比拼活動：看誰才是大贏家

同 學 們 在 新 課 程 內學習
MICRO：BIT程式

同學們活用科學原理進行設計

同學們設計的水車意念新穎

STEM課程就是激發同學的創意思維

把製成品拿去測試，看看結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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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EMTCN Aquaponics 

Programme

A new STEM initiative this year is the Aquaponics 
programme. Aquaponics combines hydroponics (growing 
plants in water) and aquaculture (farming fish) to create 
a very efficient agricultural system particularly useful 
for countries with limited space and water supplies that 
made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difficult. 

This project sees students learning the biological 
processes necessary for the aquaponics cycle, making 
their own system, monitoring it over the school year and 
improving it with the addition of automated processes 
through micro:bit coding.

The students feed the fish on Mondays and Thursdays. 
The fish waste is eaten by bacteria, who then make 

為了讓學生發揮設計，實踐課堂所學，提升創意思維

及把科學融入生活情境，本校於 2018年11月17日參

加由明愛莊月明中學舉辦的中西南區小學校際羅馬炮

架比賽。同學利用木筷子、橡皮圈、膠袋等簡單材料

製作羅馬炮架及降落傘。

透過活動，同學運用課堂學會的槓桿原理概念製作羅

馬炮架，然後量度羅馬炮架的投射角度以控制重物被

投射的距離，從中以射程、降落及互動攻擊三項來比

賽。結果本校6B韓旻賢及郭忠至同學合計三項比賽的

總成績後，奪得比賽的總亞軍。

這次活動，主辦機構更邀請到中文大學物理學系高級

講師、電視節目「學是學非」嘉賓主持湯兆昇博士到

來，為同學示範多個有趣味的科學實驗，同學既享受

比賽的樂趣，亦能認識更多和生活有關的科學知識及

物理現象。

羅馬炮架比賽

	 	

Please	scan	the	QR	codes	above	to	view	the	highlights	of	the	programme.

Aquaponics	video	12th		

November	2018

Aquaponics	video	19th	

November	2018

Aquaponics	video	26th	

November	2018

nutrition for the plants to grow. The plants help clean the 
water for the fish. Students have to check the water quality 
twice a week and make sure to not feed the fish too much, 
or the system could become unbalanced. Students have 
grown wheatgrass, basil and lettuce in their Potti system. 
When the plants are ready to harvest, students share their 
crops with each other.

We use computers because they are good at doing 
boring jobs: they never get tired. Lots of jobs can be 
done by computers, so learning how to make them do 
what we want is important. Students use micro:bit to help 
them take care of their plants and fish. They have coded 
programmes to do simple tasks when buttons are pushed, 
when the temperature changes and even when the light 
level changes. Students learn to think logically and set out 
processes in a careful manner.

This ambitious project has delighted students and helped 
to stimulate their interest in STEM subjects through the 

medium of English.     

Fully operational Aquaponics system

同學和主辦機構合照

6B韓旻賢及郭忠至同學奪
得比賽的總亞軍

同學運用槓桿原
理製作羅馬炮架
進行射程比賽

Group 4 Plant their 
wheatgrass seeds

	班別	 參賽學生

	 6B	 韓旻賢

	 6B	 郭忠至

	 6B	 孔佩霖

	 6B	 梁皓潼

	 6B	 黃雋搴

	 6B	 丘柔

	 6D	 江伊嵐

	 6D	 黎子謙

	 6D	 林言睿

	 6D	 梁晞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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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金便服日
本學年十月十一日是我們的公益金便服日，學校每年都

會參與此項活動。當天個個都精神奕奕，穿著自己喜歡

的服飾回校參加活動。學校希望透過活動，讓學生能參

與多些社會慈善公益事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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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萬七千九百八十五元，能取得如此佳績，實在多謝各

位家長及同學的踴躍參與，謹致謝意！

敬師日
2018年9月11日是第二十一屆的敬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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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教會委員向學校送上果籃，以表對老師的謝意

學生代表向老師送上小禮物

學生代表領唱良師頌

午會的時刻

高年級的同學也穿上便服，支持公益金 郭校長與小朋友們合照 穿便服上課，課堂更添歡樂氣氛

敬師日讓同學自小培養尊師重
道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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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活體驗日
為了讓幼稚園小朋友體驗小學生活，本校於2018年

9月22日舉辦一年一度的「小學生活體驗日」。

當天約 500 名幼稚園小朋友及家長參加是次活動，

場面十分熱鬧呢!活動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由家長

參與，他們會到校參加講座，講座內容包括學校簡

介、課程特色、學生生活剪影等，講座完結後亦可

陪同子女參與活動及參觀校舍，從而認識本校。

另一部分由學生參與，他們會在老師及學生大使帶

領下投入課堂活動，內容包括圖書分享、英文唱遊、

製作小手工、體育、音樂及趣味STEM等活動。

活動內容十分豐富，幼稚園小朋友及家長都樂而忘

返呢!

小一開放日   
 本校於2018年10月16日上午舉行小一開放日，目的是

為促進家校協作，讓小一學生家長透過親身體驗其子弟

日常上課情況，對學校的教學模式及其子女的學校生活

有進一步的瞭解。

開放日當天，校方安排多項活動讓家長參與。家長會到

其子女就讀的班別進行觀課，家長可看到同學的日常學

習情況，同學會透過參與多元化的課堂活動，學習中文、

英文及數學科的知識；而家長亦藉著此次活動，更明白

各科的教學模式。接下來的是「親子小息」，此項安排讓

同學及家長感到興奮，畢竟對同學來說，與父母在學校

一同度過小息，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此外，校方亦

安排了一場講座，讓家長更明瞭怎樣幫助子女溫習語文，

從而提升同學的學習水平。小一開放日讓同學及其家長

度過了難忘的一天。

幼數比賽
2018 年 11 月 17 日是學校特別熱

鬧的一天，當日我校舉行了一年一

度的數學盛事「第二十二屆幼稚園

奧林匹克數學比賽」，有十多間來

自不同地區的幼稚園參加是項比

賽事，參賽的同學分別有K2及K3

的同學約300名，陣容的確相當鼎

盛。

是次比賽除了可以讓數學能力較高

的同學一展所長，更可以讓他們擴

闊視野，初嘗比賽的滋味，提升自

我解難的能力及提升自信心。

當日我們更邀請了香港大學教育學

系講師王寬韻女士，為我們作主題

分享 - 「腦部的功能與幼兒學習」，

家長們也聽得津津樂道，獲益良

多，明白要讓孩童進步，必須讓他

們有多些實踐經驗，以提升他們自

我管理及自我完善的能力，此外，

亦可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及發揮創

意。
小朋友們在比賽後的心情十分興奮

同學們在賽前都信心十足，
勝券在握

學生聆聽老師講解
學生進行小組活動

家長到校進行觀課

小朋友細心聆
聽英文故事

家長們非常專注聽講座

當日講座主題分享令
我們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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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校長為眾來賓致歡迎辭

足球校隊
本 校 足 球 隊 在 本 年 度 成 績 彪

炳， 先 在 港 島 民 生 書 院「二 十 周 年

小 學 五 人 足 球 邀 請 賽 」獲 得 盃 賽 冠 軍。

接 著 在 雲 集 了 全 港 最 強 的 小 學， 共 有 165 間 學 校 參 加

的「2018-2019 全港小學校際五人足球比賽 ( 男子組 ) 」 

中，縱使面對身型和速度均有明顯優勢的對手，仍能保持

冷靜，憑著拼勁奮戰到底，先後戰勝多支勁旅，最後獲得

季軍。雖然與冠軍只差一步，但能夠於 165 間學校中奪得

季軍，已實屬難得。

十一月份，本校再參加由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的「港島

西區學界足球賽」。本校先在小組賽以較佳得失球以小組

首名資格晉身淘汰賽階段。於淘汰賽階段，隊員慢慢展現

出隊型及默契，並發揮到賽前的部署，先後擊敗不同學校，

昂然晉身決賽。決賽中，同學們更穿上特別版冠軍球衣，

展現出一股勇往直前的氣勢，不斷拼搏，一直控制著戰局，

最後更以2:0獲勝，獲得本校首個港島西區學界足球冠軍。

期望本校足球隊隊員能夠汲取經驗，在個人技術、團隊合

作和心理質素均不斷成長，繼續於球場內外散發光芒。

北京市國際教育 
交流中心訪校
2018 年 11 月 13 日，本校接待了一批來自北京市各地

重點小學的校長和當地教育部的領導。 他們來到本校

和我們作專業交流，聽取我們學校的課程規劃、資優教

育、STEM 教育、學校活動和閱讀推廣等方面的發展， 

希望從我們推行優質教育的經驗中，吸取寶貴的經驗，

然後發展他們學校的課程。

在專業交流後，本校的手鐘、手鈴隊及歌詠團更為遠方

來的貴賓作出高水平的藝術表演。嘉賓們觀看後，一致

讚揚同學們的表現，相信各位同學一定經過刻苦練習，

才能有如此精彩的演出。

最後，各位嘉賓在郭校長的帶領下參觀了本校的校舍。

各位來賓對本校能夠與時並進、學校的課程規劃和硬件

設施，都給予高度的評價。

港島民生書院「二十周年小學
五人足球邀請賽」盃賽冠軍

「全港小學校際五人足球
比賽 （男子組）」傑出運動
員獎~鄺天樂

到校交流的官員都獲贈
本校的紀念旗

領導們對魚菜共生的裝置
很感興趣

「全港小學校際五人足球比賽 
(男子組） 」季軍

「港島西區學界足球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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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活動

麥凱琪老師
大家好，我是麥凱琪老師，是 3D 班的班
主任，任教數學、常識及電腦。在課外活
動中，我是負責籃球隊的。我很喜歡運
動，特別是籃球。除此之外，我也喜愛旅
遊和看電影，大家有興趣的話，歡迎跟我
分享！

師生親子郊遊樂
親親大自然的時間又到了，家長教師會在 2018 年 11 月

24日舉辦了師生親子郊遊樂，到天水圍綠田園燒烤，還

到恒香製餅廠參觀及購物，讓同學體驗香港傳統食物的

製作過程，大家都滿載而歸。

在燒烤場內聽到家長，師生的一片歡樂聲，此起彼落，

相信大家都度過了快樂又充實的一天。

丁銘銘老師
大家好！我是丁銘銘老師，很高興今年能
成為田灣始南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我任
教中文及普通話科，也是3E班的班主任。
在這裏，無論是老師還是同學，每個人都
溫文有禮、和藹可親，而最令我感到驚喜
的是孩子們個個都是老師的好幫手。讓我
們共同努力，一起迎接挑戰！

林婕瑩老師
各位同學，你們好！我是林婕瑩老師，任
教中文、普通話和常識。空閒時，我喜歡
看書、看電影、聽音樂等，非常歡迎各位
同學在小息時與我分享你們喜歡的書籍或
音樂，我們小息見吧！

林燕萍老師
大家好！我是林燕萍老師！

我很高興能加入田灣始南這個大家庭，與
大家一同愉快成長！

我主要教普通話和中文。如果你平日見到
我，可以用普通話跟我打招呼和聊天。我
還是籃球隊的負責老師，希望透過籃球和運動，讓同學們身
心健康成長。

譚惠鍾老師
Hello, TCN!  I am Miss Tam, the class teacher of 5E.  
It is my pleasure to be part of the TCN family, as I 
can work with great students and great teachers.  

I mainly teach English, but I also teach other 
subjects, including General Studies and Computer.  
As for after school activities, I am in the English 
Ambassador team.  I hope to promote an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at school.    

Therefore, the next time you see me around in the school campus, try 
talking to me in English.  I am more than happy to listen to your happy 
and sad stories.   

朱建威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朱建威老師，很
高興本年度能加入田始這個大家庭。本年
度我主要任教體育科和數學科。

平日的我，是一個非常活潑好動的人，空
閒時我最喜歡郊遊和踢足球。如果同學們
都喜歡踢足球，不妨於空閒時間找我一起
交流踢球心得！

校園生力軍

家長天地，親子導賞參觀
環保是由每個人做起的，為了讓家長和同學更了解如何

保護地球生態環境，我們便帶領各同學及家長到元朗綠

色教育中心親子導賞參觀。

The Green Atrium 以培育新一代可持續發展的概念為目

標，中心內設有魚菜

共 生 池、 視 聽 畫 廊、

蝴 蝶 園 及 有 機 農 田，

並透過多元化的互動

體驗，讓大家從中學

習到不同的環保知識。
有機農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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