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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像人一樣需要關心
才會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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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個學年以「認識生命 同行有你」為開學禮主題，
讓同學在「園藝栽種」過程中認識生命的可貴。

  透過全校參與「園藝栽種」週會活動及以「生命教育」為題的成長課，讓
各班展示園藝心得的成果，從而培養學生認識生命價值和生活中的堅韌力。

  學生認識植物的生命週期，每天同學到校可以
為植物澆水，看見植物一天一天長大，滿心歡喜。

感恩家人和導師教我功課

照顧弟妹

感恩家人為我付出

感恩媽媽每天接送我上學和放學

感恩好朋友借我筆

在公共地方見到垃圾撿起並丟入垃圾桶

認識生命 同行有你

  全校參與
感恩行動 積極助人計劃

同學承諾在10天內進行感恩行動 積極助人的好行為

游同學

  今次學到愛護植物，因為
植物都有生命，我們要好好愛

護和照顧它。

學生心聲

感恩街上的清潔姨姨和叔叔幫助我們掃地上的垃圾

幫助媽媽曬衣服

感恩有健康的身體

感謝樹木帶來清新空氣

感恩為我們服務的人

懂得感恩的孩子有福了！



學生講座

一年級班主任對守護天使的印象

目標：幫助特定小一生

舒緩升小一適應的壓力

和不確定性，提昇學生

對學校的歸屬感。

「小一如廁訓練」學生講座
  本校邀請「皇冠」介紹“自理”的概念、上廁所時有關常
識和由動畫影片主角“童童”帶出大便後，正確清潔的方法。

高年級學生認識「網絡文化」講座

全校參與「生命教育」學生講座

鳴謝：東華三院不再迷網預防及治療網絡成癮服務

鳴謝：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不知不覺間，「守謢天使」學長訓練計劃已經來到了第八年！每
逢開學初，升小一學生難免亦會感到不適應及不習慣的地方，但經過

「守護天使」的幫助，包括核對手冊、整理個人衞生、教導家課等，

很快就看見小一學生面帶笑容渡過每天的校園生活。每天午休鐘聲響

起，便會看見學長們細心地照顧他們的情景，彼此間都建立了深厚的

感情。相信學長們的助人之心，小一學生一定會永記在心裡！

1A班主任  卓老師

守護天使表現有禮、

盡責，有耐性地協助

老師和指導同學。

1B班主任  卓老師

很有耐性教導小朋

友 ， 盡 責 和 有 禮

貌，值得表揚！

小一適應計劃
「守護天使」學長訓練

（第八期）

「愛心種子」課前成長小組

「守謢天使」學長們在討論面對
突發情況時的應對方法呢！ 學長們正在分享一些照顧小一學生的心得。

學長們分組完成任務，同心
合力，便會成功！

1C 班主任  柯老師

守護天使們十分守

時，表現積極，對

小朋友有愛心。

1D班主任  黃老師

守護天使們盡

責和有愛心。

1E 班主任  陳老師

守護天使們熱

心盡責。



長 講家 座

鳴謝：香港遊戲及心理治療學苑

  幫助學生展現長處，以助人自助的形式協助小
一生適應校園生活，彼此增加對校園的歸屬感。

  培養學生面對逆境的正確態度，成為
「抗逆達人」。

訂立目標，勇往直前！ 相信隊友，一定可以成功完成任務！

鳴謝：流浮山消防局

  雖然本年度喜伴同行
大部分時間改為以ZOOM
上課，但仍不減同學上課

的熱情呢！透過各種活

動，同學們更了解一些與

人溝通的技巧及如何能面

對自己不同的情緒。

鳴謝：東華三院何玉清教育中心

鳴謝：賽馬會東華三院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

  有效提昇孩子的學習動機，認識孩子的學習特性。

靜觀專注小組

學生小組

摘星服務計劃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

  提昇學生對自身及環境的察覺

（awareness）更敏銳，減低衝動

及分心行為。

抗逆達人小組

家長聚會「如何協助子女提昇學習能力」家長講座

第一次參觀消防局，新奇又佩服！

  多謝你們帶我參觀消防
局和介紹了不同的消防車，

以及它們的用途。

　多謝你教我「情緒紅綠

燈」，又帶我們去消防局參

觀，謝謝你！

消防員叔叔：

魏Sir

十二   十六

十二   十七�



目標一個，但方法很多，同學們創意
無限！

即使看不到前路，但我相信：

自己可以做到！
大家都挑戰成功，很厲害啊！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是一套全面的個人成長輔助計劃，培養

學生的生活技能，增強正面社會連繫，鼓勵積極樂觀的態度，提昇學生的

「抗逆力」，以面對成長的挑戰。

  學生通過參加一系列為期三年之小組活動、歷奇活動及親子活動，逐

步掌握面對逆境的知識、技能和態度，亦希望他們在計劃中的得益可以延

續和深化，為自己訂立目標，繼續努力前進，全情Go Go Go Go Go！

挑戰日營，勇於挑戰！

雖然同學們年紀輕輕，但都成功
做到「水炮架」啊！

樂於分享，樂於聆聽，我們都
是好伙伴。

兩日一夜，再戰營會。 即使不說話，同學們也可以溝通。
鳴謝：賽馬會東華三院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

  同學們已經踏入了第二年的成長的天空計劃，面對了更多的

挑戰。同學們經歷這些挑戰後，不但成長了，友誼更深厚了！

又回到最初的起點，踏入第二年成長的天空，繼續面對挑戰！

同學們在積極討論「世界之最」⋯⋯
究竟是甚麼呢？

大家已經準備就緒，

迎接眼前的挑戰！

經過一年的相處，也
增進了

彼此間的默契。

成功完成艱巨的任務後，終於可以和姑娘、老
師和同學們一起享用「加倍」美味的午餐！

同學們踏出了新一步，第一次當上「主播員」，
為台下的同學們讀出心聲，並點播歌曲！不知不過間又完成了第二年的成長的天空，期待第三年的計劃的來臨呢！

鳴謝：循道衛理中心學校支援服務

小四成長的天空活動

小五成長的天空活動

成長系列

成長的天空計劃



  我們常常會說，小朋友需要正面的鼓勵，才能培養出對學習的興趣及動力。言語治療
的課堂，正正就是採用了這樣的方針，誘導學生自發練習，提升說話的動機。今天就讓我

介紹一下如何鼓勵同學學習吧。

  言語治療的訓練中，99%的時間都不會出現責備。可能有人會疑惑，這豈不是會寵壞
了小朋友？其實未必的。所謂不責備，不是指同學做錯事或做得不好時都不加以指正，而

是採取正面的方式，鼓勵他們下一次做得更好。比如，這一次小朋友的默書成績不好，與

其說出「你又咁低分啦，一定無溫書啦」，不如說「唔緊要，我地睇下邊個字默得唔好，

下次再努力過」。維持學生的學習動機，可能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句話。

  而誘發學習，就更加需要一些心思和鼓勵。例如，言語治療的說話訓練，就會融入一
些遊戲、角色扮演，甚至比賽，鼓勵同學能更加自動自覺參與。而成功完成練習後，就能

夠得到獎勵。一個讚賞、一粒糖果、或是只是五分鐘的休息時間，對學生來說都已經是很有動力的鼓勵。當然，讚美不

能夠隨意，讚賞小朋友時對症下藥，更能令學生了解自己的長處。例如，一句「你好叻、做得好」，並不如一句「你呢

個字寫得端正，筆順正確」。

  輕鬆學習，正面鼓勵，讓學生建立良好的學習動機，也許會比每天需要嚴厲督導來得簡單有趣。

  成長階段的困難不少，你的孩子遇到困難時，通常有什麼反應？「好難呀！我做唔
到⋯⋯」還是「好有挑戰性，試下先！」

  心理學家Carol Dweck 認為一個人的思維對其面對難題的態度有很大的影響。持固定
性思維 (fixed mindset) 的孩子認為自己的能力是先天、無法改變的，遇到難題時認為自己
能力有限，容易放棄。相反，持成長型思維 (growth mindset) 的孩子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
有改變和進步的空間，故遇到難題時會想方法改進、堅持。

1.「學到什麼？」

引導孩子從經驗（成功／失敗）中學習。

例子一：孩子的默書成績進步了。

家長：「你的默書成績進步了！你用了什

麼方法讓自己進步？」

例子二：孩子在跑步比賽中輸了。

家長：「你覺得是哪裡出了問題？這次比

賽你學到什麼？」

2.尋找方法、策略

協助孩子尋找適當的策略。

例子：孩子的中文測驗成績退步了。

家長：「雖然今次的成績退步了會有點失

望，但是可以想辦法改善。或者可

以嘗試每天朗讀五個詞語，鞏固記

憶，填充的部分可以做得更好。」

3.重視過程

面對失敗時，避免過份聚焦結果。

例：孩子的測驗成績退步了。

家長：「雖然今次的測驗成績退步

了，但是我知道你有嘗試做

筆記幫助自己，我欣賞你的

努力。」
  成長路上總是充滿挑戰，培養孩子的成長性思維有助
他們積極面對困難，克服障礙。

駐校言語治療師談正向教育

培 養孩子 接受挑 戰的 能力

林先生

駐校教育心理
學家徐姑娘

家長可以透過說話和行動幫助

孩子建立成長型思維模式



  「向欺凌說不」為本組其中一個輔導重點任務，透過全校成長教育課讓學生提
高對「欺凌事件」的警覺性，認識欺凌行為對受害者所帶來的傷害，以及學習當面

對欺凌事件發生時的應變方法。

  「也許我只能做些小事情。但是，我做的小事情，若是和別人做的小事情匯集起來，那
麼，原本小小的事，也可能變成大事。」

《善良》作者：帕特‧澤特羅‧米勒 譯者：馮季眉 繪者：簡‧希爾 出版社：字畝

  疫情期間，我閱讀這本繪本，深深被這頁內容感動，有感而發。在家加強清潔衛生，外
出便會帶口罩，為家人和朋友是否有足夠的口罩、廁紙或消毒搓手液，四處查詢和格價。

記得一次家裡餘下兩卷廁紙，立即張羅搜購。其中一所店鋪已排上數十人，大家很守秩序排

隊。有人問：「請問排隊買什麼？」 又有人問：「價錢是多少？」其他人問：「現在排隊仍
有貨嗎？」大家毫不吝嗇將所知道的一一回答，守望相助發揮鄰舍精神。

  同學們：你可以展示善良的心、伸出善良的手做些微的事幫助有需要的人嗎？

陸泳釺姑娘

  意想不到，在新一年的開展，就迎來了
長達數月的疫情。疫情中，大家無法再與往

常一樣，能夠每天也能與身邊的同學、朋友

見面；也無法在空閒時外出遊玩，也多少感

到與同學、朋友之間的距離遠了。不過，這

段時間，其實也是一個好機會讓你重溫以往

的點點滴滴。在這段時間，郭老師在收拾房

子時，偶爾發現了小六的畢業照及朋友在旅

行時寄給我的明信片，頓時勾起了往時的回

憶，也把這偶爾發掘的「寶藏」分享給朋友

知道。同學們不妨也在這段時間整理房間，

或許可以發現了你的「寶藏」，在與朋友見

面時分享給他們知道你的喜悅呢！                                                                                          

郭蔚昕老師

  疫情肆虐，有很多人都感到驚慌、害怕和擔心。然而，有一次在電視上看到歐洲各地許多
住宅的窗戶上都有孩子們創作的彩虹畫，儘管彩虹的顏色不夠奪目，畫功也很稚嫩，卻彷彿有

種魔力，把黑暗驅散，為路過的人們傳達希望。在這段抗疫期間，大家都只能留在家中，會想

念家人、老師、朋友，卻沒有辦法真的見面。或許會感到難過、傷心，但仍能透過電話、視像

及訊息，主動關懷身邊的親友，將內心的「彩虹」傳遞出去，逆境中相扶靠。老師堅信：風雨

過後總會有彩虹，明天只會更加美好，期待看見同學們一張張燦爛的笑臉。

高綺夢老師  漫長的疫情期間，小朋友想念你的同學和朋
友嗎？和家人多了相處的時間，你們是否有了一

些新的體悟呢？見到同學每次都準時出席「網上

問功課」，很認真地請教問題和用英文分享生

活，老師真的感到很欣喜呢。但當見到同學沒有

認真學習，電話裡的你也似乎不太重視，老師真

的感到很焦急呢。其實，學會自律真的很重要，

而且有規律的生活和學習習慣也會令你更愉悅、

更正面。復課後，同學們可能會有些緊張焦慮的

心情，畢竟太久沒有參加學校的學習生活。但老

師相信有最愛你們的師長和同學們的一路陪伴，

多和身邊的人去分享和聆聽，你們一定可以快樂

地過好每一天。加油！

單文琰老師

  突如其來的疫情，讓大家如常的生活都擾亂了。雖然如此，我們仍然努力地連結在一
起，透過網上課堂、電郵、電話、ZOOM⋯，也將大家的距離盡量拉近一點一點。就是這些
一點點的距離，讓我們大家不至於孤立無援；在不可預知的日子裏，彼此帶來點點溫暖。無

論如何，疫症一定會有過去的一天，我們又可在校園如常見面，相信大家會和我一樣更珍惜

與大家生活一起的日子，希望與同學一起快樂成長。

毛琪恩主任

學生支援組成員
毛琪恩主任、單文琰老師、郭蔚昕老師、

高綺夢老師、陸泳釺姑娘、丁慧敏教學助理

向師長、家人

或社工求助。

立即逃跑，離開現

場！前往安全的地

方，例如圖書館、

教員室門外、輔導

室，以確保安全！

學會以樂觀積極的態度

面對事件，並想想自己

為何會成為被欺凌目

標，從而建立剛強，勇

敢的性格

切勿啞忍欺凌，

縱容欺凌者！

以堅定的眼神、

大聲說聲不可以

（NO）！

找朋友陪伴。

輔導心靈

向欺凌說不

社工聯絡方法
可親臨本校或致電：2617 8200

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8:00-下午4:30

  曾經有學生遇到同學欺凌，深有不忿，詳細傾談下發現他希望對方聆聽他的說話。另一位即將升中學的同學表示很擔心升中後
被同學欺負。事實上，同學背後的訴求是期望被接納和被尊重。

  同學們：首先我們自己先要「以身作則」不會用言語、行為或者是群眾壓力來欺凌別人。我們要以友善、真誠的態度來對待每
位同學。

  誠然，欺凌的現象並不是三言兩語便能夠解決得到，當中需要家長和老師的幫助。同學倘若遇到這方面的疑難可以主動求助。

點滴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