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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本年度我們要透過視像展開新一

年的學習。9月1 日網上開學禮之後迎來大約三個星期的

網上學習。直至感染個案回落至安全水平，教育局宣佈

學校可以分階段復課，我校高、低年級的同學分別於9月

23及29日開始恢復面授課堂。還記得同學們首天重返校

園，大家的臉上都充滿了喜悅和期待，校園內再度熱鬧

起來。

較為正常的學習生活維持了大約兩個月，及後本港爆發

第四波疫情，全港小學於 12 月 2 日再度停止面授課堂，

我們要再次把學與教轉為線上進行。直至1月初教育局容

許學校每日可安排不多於一級學生回校進行面授課堂或

考試。學校在評估學生的需要後，於2021年1月11日開

始隔周安排五、六年級同學回校上課直至農曆新年假期。

由2020年初至今，我們一起經歷了一個不一樣的年頭。

還記得去年我們剛開始轉用網課時，我們擔心同學家中

電腦設施不足以應付網上學習的需要，輔導組同事從速

安排有需要的同學回校借用設備，又耐心指導家長和同

學如何操作，網上學習得以順利開展。到了9月，新加

入田始大家庭的一年級同學，在未能回校上課的情況下，

如何適應小學的學習，是我們最關心的。感謝一年級的

班主任，他們透過電話逐一與家長聯絡，細心講解學校

的措施和解答家長的疑慮，又在回復面授課堂後為同學

們安排適應課程。樂見一年級的同學很快便融入了我們

這個大家庭。一場疫症，老師們要在短時間內學習新的

教學模式。他們一方面揣摩有效的遙距教學方式，另一

方面製作不同的教學片段、預設網上家課和跟進學生在

家學習的情況，凡此種種，老師們的工作殊不簡單！學

校職工們背後的支援也是不可或缺。這段期間，家長們

的配合更見重要，他們要身兼多職，不單要照顧子女在

家學習的各項需要，更要為口奔馳，又要打理繁瑣的家

頭細務。但家長們的勞苦將會在孩子成長路上留下了足

印。

縱然我們不知道明天情況如何，但我深信在天父的看顧

保守和田灣始南小學各人並肩同行的配合下，我們定能

走過更多的高山低谷。

郭妙嫻校長

同行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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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家長教師會 

「這是一個不一樣的學年」，用這句話來形容今年的校園生活最

是貼切不過的了。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蔓延下，學校和家長

們面對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戰。學校無奈面對停課所帶來的各種

問題，包括同學們在家網上學習的新模式和時間安排，讓人感

到非常困擾，需時適應和調節，慶幸老師們可利用網上的平台

與同學進行互動學習，學校縱使未能開放，但學習卻沒有停頓，

作為家長和學生也能感受到校長和老師對我們的關愛！ 

但在疫情的影響下，不少原定的學校和家教會活動都被迫取消，

有些活動改變形式，利用網上平台舉辦，如家教會的烹飪班。

很感恩在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的大家庭裏，同學們仍能繼續參

與不同的學習活動，與老師和家長們一起成長。古語有云 「學

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希望同學們縱然不能上學，也能夠自

主學習，增長知識，保持高度的學習熱忱和競爭力。

本人希望疫情盡快消退，大家的生活可以回復正常，在2021新

學年，老師們能如常在課堂裏上課，同學們能重回校園學習，

享受讀書的樂趣。 

最後，我要提醒大家，控制疫情至為重要，人人都要注意個人

衛生，戴口罩，勤洗手，保持身心健康，迎接新一年的來臨！

莫偉文 

家長教師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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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家長了解在新學年遙距學習的安排，我校於

2020年8月29日以Zoom形式進行小一網上家長會。

透過此次網上視像家長會，讓家長認識子女的班主

任，透過互動交流，讓家長了解學校的整體運作、

課程設計、學校常規及學生支援服務等。

此外，為了讓家長在開學前作好準備，並能具體掌

握協助子女適應遙距學習的方法，學校特別印製了

「電子學習工具使用手冊」，使家長對於使用新學習

模式感到安心。

小一網上家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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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校車公司及保姆車司機須每天清潔及消毒接送學

生的車輛。

設施使用
• 於學生枱加設防飛沬擋板。

• 停用校內所有飲水器，並要求學生每天自備足夠飲用

水。

• 每個洗手間提供洗手液、即棄抹手紙及有蓋垃圾桶供

教職員及學生使用。

• 每間課室、特別室以及校務處和詢問處均提供消毒搓

手液，而各課室也設有酒精消毒紙巾、即棄手套及洗

手液。

保持空氣流通
• 為了保持室內空氣流通，禮堂、課室及特別室等經常

打開門口和窗戶，並且透過抽氣扇和電風扇增加空氣

流通。

體溫儀及座地免觸式搓手液機

消毒課室

清潔校舍課室擋板

張貼海報

復課前的預防措施
• 復課前，安排工友以1 ： 99 稀釋家用漂白水清潔及消

毒校園，抹拭後15至30分鐘，再用水清洗並抹乾。

• 添購口罩、手套、酒精搓手液、家用漂白水、座地免

觸式探熱器及搓手液機等防疫用品。

• 請家長為學生每天預備兩個口罩、消毒搓手液或消毒

紙巾回校使用。 

• 將課室的學生桌椅單行排放。

• 向衛生署健康教育組索取2019冠狀病毒的宣傳海報(包

括：預防冠狀病毒感染方法、正確洗手方法、正確使

用口罩方法等），並張貼於校舍當眼處，加強教職員及

學生的防護意識。

• 復課前通知家長在復課後必須每天替子女量度體溫才

可回校，並請家長為子女填妥外遊及健康狀況申報表。

• 訓育組安排老師早上在操場及玻璃門抽查學生體溫。

• 凡進入校園者，必須戴口罩，踏過消毒地毡及消毒雙

手。

保持環境衞生
• 復課後，每天安排工友於小息後以及放學後清潔及消

毒校園；包括以70%酒精消毒金屬欄杆、門柄、電梯

按鈕表面及清潔每層男女洗手間。

• 每週清洗冷氣過濾網。

• 當校舍有血液、分泌物、嘔吐物或排泄物等污染時，

工友在清除可見污物後，還會以 1：49 稀釋家用漂白

水清潔消毒被污染的地方及鄰近各處，待 15-30 分鐘

後，以清水清洗和抹乾。

預防傳染病在校傳播，為學生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學

校作出以下預防措施:

復課前的校園清潔
及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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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 O 二 O 年二月至今，全港學校因新冠肺炎疫情而

停課，學生需在家進行遙距學習。學校於上年度及本

年度，分階段安排同學以不同方式進行遙距教學，包

括 :

1. 以 課 程 教 學 進 度 及 重 温 為 基 礎， 每 週 發 放

GoogleClassroom 自學表單，配合教學短片、自學

材料及實體課業同步進行。 

2.  評估方面，上年度四、五年級完成第二次考試；其

他班級於六月進行網上終極評估，以及進行電子學

習行動研究。  

3.  暑假前學校安排四年級同學進行拔保底實時網上教

學，五年級進行升中面試訓練，鞏固已有知識，並

為同學展開下一學習階段作銜接。  

4.  每週進行網上班主任課，班主任定期與家長温馨聯

繫。  

5.  同學於本年度九月下旬至十一月期間，分階段進行

半日制面授課堂。

6.  至十二月上旬，全港中小學再次暫停面授課堂，學

校繼續以遙距學習時間表，進行實時網上教學。 

便服日

CHRISTMAS PARTY

STEAM堂

停課不停學安排

新冠疫情肆虐，如此曠日彌久，實時網上學習已成為 

停止面授後，主要的課堂模式。

可是當中不乏欠缺合適器材及上網數據的同學。為此， 

校方先後一再借出平板電腦予有需要的同學進行課堂，同時聯絡志願

團體，為需要同學提供上網數據的支援，冀能讓同學可以持續學習。

與此同時亦已啟動程序，由關愛基金資助這些學生購買流動電腦裝置；

也為個別同學向不同團體申請相關器材。

另一方面，校方在疫情初期也為個別家庭提供緊急抗疫物資援助，如

應急的兒童口罩；部份家庭更突然陷入經濟困境，社會支援卻尚未到

位，我們於是向社福機構的基金申請應急超巿禮券的援助，以解燃眉

之急。校方亦將從各方捐贈得來的口罩，一再分批送予有需要同學及

家庭。另也顧及家長的需要，定時透過eClass的短訊發放「給家的分

享」，不時提供不同的支援資訊，又傳遞正向親子關係的方法和理念。

希望為同學在家建構一個相對穩定的學習環境。

「停課不停學」下對學生和家長的支援

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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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老師為同學在逆境中打打氣-短片「疫境
齊心、正向同行」

正向階梯-身心健康

校園正向電梯設計- 
仁愛美德

正向階梯-正向情緒

同學有沒有發現本年度學校新的正向佈置呢？老師們透

過善用學校空間，以不同形式的滲透，營造正向環境，

讓同學們認識正向文化。大家可在1號及2號階梯看見以

六個正向元素為主題的中英對照的彩色圖畫，分別是：

正向關係、身心健康、正向情緒、全情投入、正向成就、

及生命意義，宣揚正向生活的元素。

此外 , 每層樓的電梯門也進行了一番「大變身」，變成了

精美的品格美德的電梯門，分層電梯門的主題分別為勇

氣、智慧與知識、仁愛、公義、節制、靈性及超越，不

但為校園增添了色彩，也為同學們發送正向能量，營造

校園的正向氛圍。

「正向田始人 Dojo」獎勵計劃於 2020 年度初試啼聲，

目標是表揚品行和學習態度優良的學生，強化學生正

面的態度和行為，培養積極的心態，讓學生能全情投

入各項學習活動，施展潛能。

「正向田始人Dojo」獎勵計劃是整個《學生成長印記β》

活動中的其中一項，其餘活動還有「我的小秘密」、「我

的BUDDY」等，內容包括班本紀念冊封面設計、訪問

學校中最好的朋友等，讓學生更加了解自己，從而更

加投入學校生活。

與以往的獎勵計劃相比，「正向田始人Dojo」獎勵計劃

最大的不同之處是使用網上 ClassDojo 平台，讓同學

能更方便、不受地方限制進行獎勵檢查，並讓學生進

行反思、改進，期望我們的「田始人」也把自己的正向

情緒帶回家！ 

公益金便服日

校園正向佈置 「正向田始」 
Class Dojo 

同學用心設計班本
「我的小秘密」封面

老師可以透過平台分享
班中的生活點滴。

網上ClassDojo平台讓同學能隨時查閱
老師給與自己的正向鼓勵

獎勵計劃

這學年十月二十九日是本校的公益金便服日，學校每年都會參

與此項活動。雖然在疫情下，每人都戴上了口罩，但當天個個

都精神奕奕，穿着自己喜歡的服飾回校參加活動，眉宇間流露

出大家的喜悅之情。學校希望透過活動，讓學生能多參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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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萬七千零三元，能取得如此佳

績，實在有賴各位家長及同學的踴躍參與，謹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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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同學正為著考試努力

奮鬥的時候，老師都會把

握此機會參與不同的進修

活 動。 今 年 的 教 師 發 展

日，學校為老師安排了一

整天的學習活動，促進教

師團隊間的協作及教學能

力。

English Café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running the 

English Café took their efforts to new heights. 

Some of the most popular activities were 

planned by students and presented to a 

panel of teachers who helped to make 

arrangements. Students loved decorating 

their own Christmas cookies and writing 

Christmas Cards.

Campus TV
Smarties TV did a fantastic job of creating 

exc i t ing  s tudent -dr i ven  con ten t  and 

promoting a wide variety of English activities 

taking place around the school. Student 

reporters developed their journalism instincts 

interviewing everyone, even the principal.

English Drama
A wonderfully talented group of actors took 

part in the drama this year. Despite not 

getting to perform for the drama festival, 

each one was dedicated and hard-working. 

Their teamwork and coordination have been 

particularly skillful.

教師發展日
NEWSLETTER 

ARTICLE 
2020-2021

老師憑著他們的「實戰經驗」，分享如何優
化「小班教學」

獎勵計劃 學校邀請了浸信會愛
群社會服務處的郭廣
輝先生主持「大團小
隊（MBTI）」

老師經過一輪討論後，將重點記
下來，為匯報做準備。

學校邀請了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馮俊樂副教授，
講解與小班教學的學與教策略

第一節的培訓為「大團小隊（MBTI）」。Myers Briggs Type Indicator 

（MBTI）為性格分析測試，老師在培訓活動前需要填寫一份詳細的

問卷，籍著問卷得出的結果，認識有關自己處事的四個範疇傾向，

包括：

1. 心理能量來源 

2. 收取訊息的程序 

3. 對收到的訊息作出決定，及 

4. 面對世界的生活態度

上述測試對臨近畢業並需要走進職場的人士，或是工作了一段時間

的人都有參考價值。

第二節的培訓主題為「小班教學」。工作坊旨在提高教師優化小班教

學環境的能力，提高學與教的效益。由於上述課題與學校沿用多年

的「合作學習」教學模式相似，老師們在活動期間的討論都非常熱

烈，為建立高效的教師學習社群發揮著正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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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聖公會田灣始南

的學生，我是劉婉婷

老師，大家好!

我很高興今年能夠在這所學校和大家在一起。

我任教英文、常識和宗教科，同時也是2B班的班主任。歡迎同學遇見

我時，除了和我傾談有關學科知識，還可以和我分享你的日常生活。

當我第一次和田始學生接觸，便是通過網課，真是令人難忘。我覺得

你們都十分聰明，而且很有禮貌。在疫情期間，你們都能盡力排除困難，認真學習，實在令人

欣慰，希望大家不久便能過

正常的校園生活。

編輯委員會    顧問：郭妙嫻校長丶馮玉榮副校長    總編輯：徐珍妮老師丶丁銘銘老師    編輯：全體老師丶家教會執委

校園生力軍

許沅翹老師
各位同學好，我是許沅翹

老師，在本學年主要任教

二、三年級的中文、常識

及音樂科，負責的課外活

動有高年級歌詠團及手鈴

手鐘隊。我很高興能加入

田始這個大家庭，因為同學們總是既積極投入學

習，又認真參與團隊訓練。雖然受着疫情的影響，

我們能夠在學校碰面的機會不多，但我很感恩網上

課堂仍能持續進行，使我們仍能隔着螢幕碰碰面。

老師在此祝願同學身體健康，一同「擊退病毒」，盡

快回復正常的校園生活﹗

劉婉婷老師

廖穎然老師 
Miss Winnie Liu
Welcome TCN kids!

My name is Ms Liu Wing Yin. You 
can call me Ms Winnie. I am very 
excited for a new start at this 
school!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and hearing all of 
your stories on how you spend your free time. As for me, I 
like to read books and listen to music. My favourite book is 
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by C. S. Lewis. I highly 
recommend this series of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I hope 
you enjoy reading just as much as I do!

This year, I am teaching P2 and P4 English. I also take part 
in morning remedial class, P2 Phonics, P4 library lessons 
and English reading program. I enjoy teaching English 
because I believe it is a language that can be used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bring them together. Though it might be hard to learn a new 
language,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would be worthwhile 
because it is important to learn from people different from 
us. Hope to get to know all of you soon and have fun 
together in learning English!

Let's learn and grow together 
Be inspiring and curious 
Challenge own limits 
We can do this!

Ms Wi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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