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小關愛專欄 

     田小停課不停關愛 

          

為配合校本品德教育主題-

「關愛」，在這個抗疫的時刻，

我們繼續「停課不停關愛」。 

     

    除了定期在網頁上發放不

同的關愛短片及點唱歌曲， 

關心同學們心靈上的需要外，

我們更精心為各位獻上一首 

打氣歌曲 - 窗外的陽光。這首歌曲由本校溫 SIR原創，並由

多位教職員同工合力灌錄而成。雖然病毒讓大家產生距離!但

它阻擋不了陽光與歌聲，我們以歌聲化作祝福，將田小的關

愛與溫暖送給每個家庭，請拭目以待。 

    在三月份，我們更作出實際行動。我們聯同救世軍沙田

隊及香港小童群益會向有需要的同學派發口罩;另外，我們也

主動參與「在家學習網寬支援計劃」，向較有需要的同學派發

免費流動數據卡。 

透過這一連串的活動，我

們期望能做到 

「彼此關愛・互相扶持・ 

全校參與・同心抗疫」。 



讓我們現在一起重溫以下精彩的停課關愛事件簿。 

  

日期                      影片或活動 
 

20200205   〈 Miss Ai Ai 提提你，注意個人衛生〉簡報  

20200224    二月份關愛點唱站 及 「猜猜幕後 DJ我是誰」 

20200302   「同心抗疫 彼此關愛」親子康樂棋 

20200304    沙田隊及田小齊關心並向有需要家庭派發口罩 

20200306    校牧曹上尉分享 

20200306    陳詠恩老師聖經及詩歌分享 

20200313    小童群益會到校派發口罩及禮物包予有需要家庭 

20200313    盧美恩老師德育小故事分享 - 學習堅強忍耐    

20200316    三月份關愛點唱站 - 開始收集電子點唱 

            小一 適用的關愛點唱紙 

            小二至小六 適用的關愛點唱紙 

20200316    邱建豐老師聖經分享         

20200316    楊翠玲老師德育小故事分享 - 學習堅毅 

20200323   「在家學習網寬支援」計劃:  

 向有需要的同學派發免費流動數據卡  

20200323   親子齊抗疫「珍惜儉用」口罩封套短片 

20200323   鄺嘉瑩老師聖經分享 

20200323   潘印烈老師德育小故事分享 - 學習責任感(a) 

20200323   潘印烈老師德育小故事分享 - 學習責任感(B) 

http://www.satkp.edu.hk/news/news_20200205.pdf
https://tinyurl.com/2020-002
https://tinyurl.com/2020-003
https://tinyurl.com/2020-008
https://tinyurl.com/2020-004
https://tinyurl.com/2020-009
https://tinyurl.com/p1-forms
https://tinyurl.com/p2-p6-forms
https://tinyurl.com/2020-007
https://tinyurl.com/2020-005
https://tinyurl.com/2020-001
https://tinyurl.com/2020-006
https://tinyurl.com/2020-0011
https://tinyurl.com/2020-0010


 

20200330   田小原創歌曲「窗外的陽光」(普通版)  

20200330   田小原創歌曲「窗外的陽光  (手語版)  

20200330   劉美詩老師聖經分享 

20200330   林娜恩老師德育小故事分享 - 學習簡樸 

20200406   三月份關愛點唱站(上集) 

           三月份關愛點唱站(下集)  

           三月份關愛點唱站問答遊戲 
20200406   李婷婷老師聖經分享 – 復活節的訊息 

20200406   胡展鴻老師德育小故事分享 - 學習善良 

20200406  「窗外的陽光」延伸活動宣傳 ~ 邀請你分享停課期的關愛行動， 

           上載照片或不超過 30秒的短片至 Edmodo (1920_全校師生自由講) 

20200409   「在家學習網寬支援」計劃 :  

向有需要的同學派發免費流動數據卡 

20200414   「抗疫同盟-同心傳愛包」活動 :  

與小童群益會合作派發白米及防疫物品 

20200427    孫小慧老師聖經分享 

20200427    黎穎萱老師德育小故事分享 – 學習慷慨 

20200427   「三月份關愛點唱站」有獎問答遊戲結果      

公佈(詳情見下一頁) 

20200504    方耀聰主任聖經分享 

20200504    陳兆基老師德育小故事分享 - 學習敬師 

20200506    愛在疫情蔓延時 - 第一集 

20200506    抗疫情緒教室 – 第一集 

            抗疫情緒問答活動 

 

 

 

https://tinyurl.com/2020-0014-1
https://tinyurl.com/2020-0013
https://tinyurl.com/2020-0015
https://tinyurl.com/2020-0012
https://tinyurl.com/2020-00-Part-1
https://tinyurl.com/2020-00-Part-2-1
https://tinyurl.com/Forms-Games
https://tinyurl.com/2020-0016
https://tinyurl.com/2020-0018
https://tinyurl.com/2020-0017
https://tinyurl.com/2020-0017
https://tinyurl.com/2020-0020
https://tinyurl.com/2020-0019
https://tinyurl.com/2020-0021
https://tinyurl.com/2020-0022
https://tinyurl.com/2020-0023
https://tinyurl.com/2020-0024
https://tinyurl.com/2020-0025-1
https://tinyurl.com/2020-0025-1


20200511   敬親活動 – 心意卡製作 

20200511   王凱珊老師聖經分享 

20200511   余孟軒老師德育小故事分享 - 學習孝順 

20200511   愛在疫情受控時 - 第二集 

           愛在疫情受控時(第二集)問卷調查 

20200511   抗疫情緒教室 – 第二集 

           抗疫情緒教室(第二集)問卷調查 

20200511   「TEEN」使行動小組活動: 網上關愛行動 

透過視像關懷救世軍白普理慈愛長者之家的長者 

20200518   程贊華副校長聖經分享 

20200518   陳應南老師德育小故事分享- 學習溫柔 (A) 

           陳應南老師德育小故事分享- 學習溫柔 (b) 

20200518   愛在疫情受控時 - 第三集 

           愛在疫情受控時(第三集)問卷調查 

20200518   抗疫情緒教室 – 第三集 

           抗疫情緒教室(第三集)問卷調查 

20200525   黎可珊主任聖經分享 

20200525   王蕊其老師德育小故事分享 - 守望相助 

20200525   愛在疫情受控時 - 第四集 

           愛在疫情受控時(第四集)問卷調查 

20200525   抗疫情緒教室 – 第四集 

           抗疫情緒教室(第四集)問卷調查 

20200525   為沙田區醫院各醫護人員送上感謝卡 

(詳情見下一頁) 

 

https://tinyurl.com/2020-0026
https://tinyurl.com/2020-0027
https://tinyurl.com/2020-0028
https://tinyurl.com/2020-0029
https://tinyurl.com/2020-0029-1
https://tinyurl.com/2020-0030
https://tinyurl.com/2020-0030-1
https://tinyurl.com/2020-0034
https://tinyurl.com/2020-0033a
https://tinyurl.com/2020-0033b
https://tinyurl.com/2020-0031
https://tinyurl.com/2020-0031-1
https://tinyurl.com/2020-0032
https://tinyurl.com/2020-0032-1
https://tinyurl.com/2020-0035
https://tinyurl.com/2020-0036
https://tinyurl.com/2020-0037
https://tinyurl.com/2020-0037-1
https://tinyurl.com/2020-0038
https://tinyurl.com/2020-0038-1


 
 

送給沙田區醫院各醫護人員 

 



 

 

 

 

 

 

 

 

 

 

 

 

 

 

 

 

「3月關愛點唱站」有獎問答遊戲結果公佈啦! 

10位最快參加及取得滿分的同學名單如下: 

1.  1H賴婷筠 

2.  3F江庭 

3.  3D何天貽 

4.  4H陳卓圻 

5.  4L梁顥懷 

6.  4L邱凝兒 

7.  4D鄒雅晴 

8.  5H溫樂心 

9.  6D張凱晴 

10.  6D曹允祈 

****以上所有同學會獲得寶石印及禮品一份😊，我們將於復課後安排領獎。**** 

 



 

 

以下是有獎問答遊戲答案： 

1. Miss AiAi去了那裡做關愛點唱站的廣播? 大自然  

2. 第一張讀的點唱紙是點唱給誰聽的? 學校所有工作人員 

3. Miss AiAi見到甚麼動物? 狗 

4. 創作給前線醫護人員的抗疫歌曲的歌名是:  堅守愛心 

5. Miss AiAi請了誰幫手一同做 DJ主持? 呂老師  

6. 第三首播的點唱歌是甚麼? 生命有價 

7. Miss AiAi說 3月關愛點唱站約有多少位參加者? 150 

8. 最多人點唱的對象是? 醫護人員 

9. Miss AiAi最後見到甚麼自然景象而作出讚美? 日落 

 

大家有興趣可再按以下連結，觀賞「3月關愛點唱站」，找找答案在那裡出現呢! 

三月份關愛點唱站(上集) 

三月份關愛點唱站(下集) 

 

 

 

https://tinyurl.com/2020-00-Part-1
https://tinyurl.com/2020-00-Part-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