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學心語」 
 
 

我三年級時己經開始參加英文

拼音班，到現在已有三年多，

每一次老師都和我們玩遊戲，

如：〝Die games〞、拼音遊戲

等，我們從中學到合作性、拼

音和聆聽的技巧等，每次我們

都開心地渡過。                    (五
甲 蕭嘉寶)                      

  
                                      
 

 

 

 

    

 

 
 

 

 

 

 

 

 

 

 

 

 

 

 

 

 

 

 

致各家長： 

         這是貴子弟於5 – 7月期間在學校的生活實錄，敬請細讀。   
                   

                                             家長閱後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                                 
 

 

編者的話  
    這本小冊子記下我們的歡樂時光、成長的點滴、同學的心聲、家
長的話。期盼家長分享我們的學校生活，同學留下美好的回憶，但
願你們細看，但願你們視它為珍寶地保存！ 
 

「友校樂田園」 
6月風采中學何啟樂校長來校參觀田園小學。 

6月屯門官立小學鄭迪斯校長及教師來校參觀田園小學。 

7月 9日保良局馬錦明中學張慧賢校長及教師來校參觀田園小學。 

「農耕探射燈」 
6月 24日明報記者來校訪問五年級耕作班上課情況。 

 

 
「我們的池塘」 

本學年學校已於田園小學興建一池塘，目的

為發展日後校本生態觀察活動，為使同學對水生

植物及動物有初步認識，六月三十日(星期一)下

午學校為同學安排了一個生態講座，由老農田的

“馬騮哥哥”主講，講座內容是“濕地簡介及學

校水生園地”。希望藉這講座培養同學的環保意

識，期望大家能愛護大自然。 

「我和〝西人〞有個約會」 

我們在籃球訓練班裏，不但可

學到課堂學不到的知識，更明

白到，在比賽中要取得勝利是

要結合球技、團結和隊員間的

合作。               (五甲 陳柳旋) 

我覺得學跆拳道雖然要吃

很多苦頭，但當我站在台

上領獎時，都是值得的。   
                     (五甲 陳柳燕)

在導師和同學的幫助下，我對

耕種有了初步的了解，學會了

培苗、施基肥、翻土、播種、

移苗。體會到「鋤禾日當午，

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

粒皆辛苦」個中的意念，原來

每一粒糧食的需要用汗水換來

還讓我

明白了一些

           (五甲 劉嘉欣)

的！ 

耕作班不但很好玩，而且

人生道理呢！ 

雖然耕種時會令你汗流浹

背，但每次見到成果都令

我覺得這麼辛苦都是值得

的。           (五甲 劉繼浩) 

「耕作苦與樂」

「耕作苦與樂」

「功夫 fighting」 

「我和〝西人〞有個約會」 

經過一年的英文會話班，

我覺得我的英文進步了，

對別人說英文也有信心

                     (五甲 陳美琪)   
！   

「籃球訓練班」 



 「視學大檢閱」 
 本年六月六日教育統籌局質素保證視學人員到校視學，視學報告對本校多方面工作及表現，給予好

評，現將報告內容節錄如下，以作參閱！(全文己上載於本校網http://www.tks.edu.hk/ ，歡迎瀏覽) 童軍─家務章訓練日 
優點 

七月二日放學後，我參加了幼童軍活動。今

天，老師教了我們一些比較困難，但做出來卻

很漂亮的縫紉技術。 

資源管理與策劃 

學校利用環境資源增加二千平方米有機耕作園圃，學校亦參與「綠色校園」計劃，擴闊舒逸

環境。 

除開放課室圖書櫃外，亦在校園內，有計劃地放置各種刊物，供學生隨時閱讀。並設有

早讀時間，讓師生及職工閱讀書刊；「伴讀計劃」旨在提升低年級學生的閱讀興趣。 
在過程中，當我看見牛高馬大的          

男同學在專心地拿著針線左穿右插時，我不禁笑了起來。 

希
學校的資訊科技設備完善。每班每周有九十分鐘電腦課外，更於小息、午膳、課後周六

及周日時段開放電腦室，「網上校報」的發展旨在培養學生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望下次能學到其他不同的縫紉技巧吧!  五甲 劉嘉欣                                         
本校致力發展學校教育，團隊協作氣氛佳。 

 學生在體育活動的表現出色，戲劇演出也廣獲好評。 

學校又善用家長資源，如「午膳義工」、「故事媽媽」等，此外，家長與學校協作良

好，如「非典型肺炎」復課形式亦徵詢家長意見。 
 

「數學遊戲大比拼」 課程的安排 

學校能善用全日制的學習時間，靈活編排時間表。 六月份舉行數學比賽，各級以相關課程的數學

遊戲

月四日午飯後，五、六年級更進行跨級數學比

賽，

學校促進全方位學習，每天課後及週未都安排不同類型的課外活動，如是年的「田園小

學」跨科教育活動，能充分利用環境資源增潤學生的學習經驗。 
進行比賽。同學均能發揮合作精神，寓遊戲於

學習。 

七

「小老師計劃」，促進學生誇級學習，發揮互助互學的精神。 

校風及學生支援方面 

學校員工熱愛學校。學生純樸有禮，彼此相親相愛。 

每星期的早會課用以宣揚德育，並安排每月各班加插成長課，以培育學童成長。 同學們比賽以最快時間利用四則運算，把 1-10 隨

機的四個數目湊成答案 24。同學們聚精會神凝視大

上紙牌，比賽過程十分緊湊，最後六年級黎寶榮及劉志

輝同學脫穎而出。 

 

照顧學習差異：星期一至四一小時功課輔導課；小五、六英文及數學輔導課；小學加強

輔導計劃(小一至六)，新移民班協助新來港學童融入校園生活；「小老師計劃」高年級協

助低年級學童；英語拼音及會話班、電腦深造班等；並取消期中試，利用多元評估模

式，持續反映學生學習表現。 
 

「家長的話」 「教師加油站」 
湖公立學校及華山公立學校一同參與中文大學

伙伴

多元化的活動，討

論如

增強

請容我說一丁點兒話 本校聯同羅
昔曰，學校是一所簡樸的鄉村校舍。 

協作計劃，並於六月二十七日舉辦聯校工作坊。 

當天，由中文大學導師主講，老師們透過一些
今日，我見到東莞學校已躍進不少，還建立一個充滿田園生氣的大自然教室，令同學更懂對大自

然的愛護，珍惜及愛善用大自然資源的知識。它給予同學豐沛的想像和創造空間。這裡衛生、優美的

環境，全賴校內勤勞的工友打掃。在此謝謝您們。 
何設計一系列有意義的評估，並對評估的性質、目標、準則等作出

分析及檢討，以求在未來更有效地評估學生的多元能力。 
透過是次的活動，除了增加與友校同工的交流外，也

啊！那新的氣息嗅了二年，還想嗅下去。 

校內，有英明、愛拼的校長，帶領一群資優老師──懷著成功不在我一人的瀟灑精神。緊抱著以

人為本、凝聚關顧、群策群力；成功教育我們的孩子。俾使這些特性成為指引孩子們向真善美的路子

走上。緊抓有需要的孩子，由衷的期盼他們改過，使人深思動容。 

孩子健康成長有賴老師悉心教導，亦有賴家長與學校通力合作，雙管齊下。盼望你也把握你和孩

子今天珍貴的每一刻，為你的孩子創出更美好的明天。 

我想對學校說聲：「感謝您們，辛苦您們！」是應該的吧？            陳旻琳媽媽                                                                                 
的滋味，整個人也輕鬆不少呢！

老師間的合作性及團體精神，以應付未來課程改革的

挑戰，而其中一些活動如模擬教學，更使老師重拾當學生



 
15/5/2003 六甲參觀太空館，看看人類如何探索太

空。觀看天象電影「 陽系內各個

行星。               

飛越太陽系」，介紹太

負責導師： 鄭劍雄、勞子奔老師 

參觀香港太空館

的參觀分為兩部份，首先到

關於太空的展品，然後到天

 

這次 樓下展覽館觀看人類探索太

象廳欣賞一套關於太陽系的電影，名叫「太空之

旅」。 

在這次參觀中，我最難忘的是在天象廳看電影，因為在這裏看電影是躺下來的，使我們

有一更佳的視覺效果，與一般電影院截然不同。 

總括而言，這次參觀使我增進了不少太空知識。我謹在此對那些在太空探索和有貢獻的人致

以最崇高的敬禮。                                                      六甲 李年俊                                                                                                    

笑話、魔術

分善用兩文三語，以及盡現其多元智能。 

同學的演

份節目更有利用電腦科

與演出，部份節目更增

空的歷史及各種

 

「齊來遊公園」 
為了配合常識課程的學習，一年級學生於 7 月 3

日前往北區公園參觀。是次參觀，讓學生認識公園裏

的設施、動物和植物。使他們明白要善用所有公共設

施，愛惜園裏的動物和植物。 
                   負責導師：鄭劍雄、黃素頎老師 

遊北區公園 

七月三日，鄭老師、黃老師和雯雯姐姐帶領一年級同學參觀北區公園。 

   老師介紹公園的特式和各種設施，還講解遊公園的
守則。 

   公園裏有很多美麗的花兒，高大的樹木和可愛的動

物。我們看見很多鳥兒、蝴蝶、錦鯉、烏龜、鴨子

等。我們要愛惜園裏的植物和動物。 

   最後，我們到遊樂場玩了一會兒。雯雯姐姐還替我

們拍了不少照片呢！               一甲 陸倩淘                                                                                                                     

 
 

 

小息的時候 

小息的時候，有的同學到田園澆水，有的同學在禮堂看圖書、照料毛

毛蟲，有的同學玩「猜皇帝」，還有的電腦室玩電腦，十分愉快。 
我在小息的時候，有時會跟曾偉敏到田園照料我們種植的植物，有時會跟林敏婷

到操場上玩「猜皇帝」，還會到特別室聽大哥哥大姊姊講故事。我能在這麼美麗的

校園裏生活，感到很快樂。                                                                          二甲 梁煒欣                                                                                                                                                                                              

 

「文藝匯演」 
六月三十日(星期一)是一年一度的文藝匯演，當天 9：15 a.m. 在禮堂齊

集，首先全體同學高歌一曲“童年”為當天的節目揭起序幕。 

當天的司儀由六年級的陳柳婷、徐倩瑩；五年

級的蘇佩珊、陳美琪；四年級的陳欣儀、陸倩宜負

責。節目方面，十分豐富，有歌唱表演、創作劇、

表演，還有小提琴演奏。可見同學們充

出很精采，觀看的同學十分投入，部

技，以收更佳視聽效果。而為了令台下的觀眾都能參

添現場觀眾參與的環節，如表演魔術、猜謎語等，台

下的同學極大的迴響，令到台上台下得到互動的效果，將文藝匯演的氣氛推到
高峰。 

  
 
 

 
 
 
 
 
 
 
 
    
 
 
 

親愛的小喬： 
    你習慣了美國的生活嗎？                 
你有沒有想念我們呀？ 
    小喬，我們校在六月三十日舉行了文藝匯
演。這次參加的人數很多，節目也很精彩，

我說一說表演的節目給你聽好嗎？節目有：

笑話、唱歌、拉小提琴、話劇、小鬧鐘、還

有我們班唱的小時候和跳飛機。當中笑話取

得最多人的笑聲。我知你很喜歡拉小提琴，

還拉得很好，文藝匯演中那些同學也拉得很

好。我們班的表演也不錯的，但是有一位同

學在台上想自己多出鏡一些，所以他做了一

些動作引台下的同學笑。 

   我最喜歡的節目是拉小提琴，因為他們拉

得很動聽和拉了很久也不會拉錯。 

   我想你看完這信回信給我。 
                               曾偉康 

                              七月九日                         

親愛的小喬： 
   你好嗎？你已經在一個月前移民了，
生活好嗎？學業順利嗎？ 
    我校在六月三十日舉行了文藝匯
演，我班有富傑的「謎語考考你」，

他說了五個謎語給大家猜，他的謎語

逗得我們抱腹大笑。有釓 的笑話，

令大家哈哈大笑。還有小偷和小狗的

話劇，也很精彩，最後還有我們全班

的大合唱。 

  其他班級有魔術表演、創造劇、大合

唱、話劇……。我最喜歡的節目是富
傑的謎語考考你，他的謎語把我們逗

得抱腹大笑。還有我歡迎你的回信，

談談你近況。 

祝 

學業進步              同學 鄧浩文 
七月九日       



「香港故事」 「踏上成長路」 

 

 

於 5 至 6 月期間訓輔組舉辦一系列的成長小組，

學生處理及面對成長路上的問題，而小組較注意透過活

並得到實質的體驗，從中讓他們學習處理成

這些小組的目的是協助

動讓學生投入參與，

長中的困惑。 

 

 

 
生責任感及

提升他們的社區參與意識。        

 

  

很喜歡這小組，因為

可以自由表達意見。 

學習了遵守遊戲規則。

（至 friend 小人類）

   

 

 

 

 
部分遊戲很刺激，當順

 （我是我

6 月 13 日四、五年級同學前往香港歷

史博物館參觀。 

現時訓輔組正舉辦「義人行」義工訓練小組，目的是培養學

              負責導師：林姑娘 

                      
                                           

「升中疑難話你知」 
每年臨近升中選校的時候

家長便感頭痛，不知如何入手，為了幫助他們作

出明智抉擇，學校特於 5 月 22 日舉行升中選校

講座。 

講

責

對香

。 

香港

香港

責導師：呂香蘭、張惠欣、羅月英老師                             

是次參觀「香港故事」，讓同學

港的自然生態環境，歷史故事有一認識

在展覽內，學生能親歷數十年前

的街道，讓學生明白香港人生活轉變。使學生知道

今日的成果，是前人努力得來的！       負

遊香港歷史博物館          
六月十三日(星期五)，四、五年級乘搭兩輛旅遊巴前往香港歷史博物館，大家的心情特別興

奮。導賞時間，導遊詳細地講解，大家專心地聆聽。 

自由時間，幾位同學和我一起四處參觀，我們參觀過自然生態環

境，史前時期的香港⋯⋯ 

可是，我一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小孩，從他們的表情，我覺

得他們的家一定十貧困。他們的身材十分瘦弱，令我覺得現時我們

身在的社會，這麼發達，我們還身在福中不知福呀！ 

在香港歷史博物館短短的幾小時裏，令我知道以前香港人生活得這

麼艱苦，現今的社會才這樣發達，所以我們必須有上進心，長大後的生活才會幸福快樂！                 
五甲 黃淑欣                        

        
裏 面 有

一個假森林，

森林內有很多

、

還有

有小

這裏展
  

，六年級學生及其

座由駐校社工林姑娘、鄧老師及鄭老師負

，首先由林姑娘講解中學派位程序及選校要注

意的地方，其後由鄭老師及鄧老師解答個別家長的疑難。 
 

       參觀，我彷彿進入了一個四億年前的

而忘返。         四甲 李詠鋒   

動物：野豬、

猴子、老虎

蛇等，全部也

和真的一樣，

化石、貝殼、蝴蝶等標本，有大

，很有趣！          四甲 譚煜            

我看到時覺

然懂得造陶

得很驚

器。

我 看 到

了古人穿的

衣服、戴的

裏

還搭建了一

二

們

    

「自然生態環境」 

 

我看到介紹香港的房屋、工

金融及貿易，還看到一九六零

涼茶舖、理髮檔和電影院。那

時 我 肚 子 很

我看到文物

最後，去到「現

餓，我看到這

間涼茶舖裏的

涼茶模型，真

想喝一口呢！ 
四甲 粱嘉莉

香港，樂

 

示了當時的馬

灣人模型、他

們的煮食工

具、陶器、青

飾物，那

銅器等文物，

訝，因為他們竟

              四甲 譚煜

個長四十

米的沙灘場景，展出了當時人

如何生火煮食、搭建房屋。 

              四甲 陳欣儀             

「史前時期的香港」 

照片和影片，

及香港回歸」

區，我看到舊

式的涼茶舖、

士 多 、理 髮

檔 、 電

 

我看見了先民在圖騰

社的宗教遺蹟，原來，先

民的食物來自海洋及山

。

雖然那時

史博物館 洞遺址出土的

四甲 何卓穎     

 
 

 

 

業、

年的

、歷史

代都市

影 院

等

我已經很餓，但是到香港歷

林，另外，我看了黃岩洞

人的頭骨，那是在舊石器

時代晚期原件於廣東黃岩

呢！         

 
 
 

「第八區」 「日佔時期」 

利完成後很有滿足感。

的小主人） 

（生活小戰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