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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訊

	 	 為慶祝創校六十五年，本校於 2019 年 6月 20 日假香港紅十字會總部賽馬會演講廳舉行 65 周年

校慶典禮暨教育研討會，承蒙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 ,	JP 擔任主禮嘉賓，以及香港紅十字會會長何

驥先生、香港紅十字會特殊教育及復康服務管治委員會主席鄒秉基先生、各位校董、校監、教育界同

工、家長、學生及校友共超過 200 位嘉賓撥冗出席，場面熱鬧。

堅毅自強心不改 六十五載顯仁愛

    鄒秉基主席表揚教職員能堅守「關懷傷困、維

護尊嚴」的使命，陪伴和扶助患病學童活出豐盛

的人生。他寄望隨着香港兒童

醫院和贊育醫院的教育服務

開展，醫院學校踏入新里

程，能繼往開來，秉承校

訓「仁愛、堅毅、自強」

的精神，讓醫院學校的服

務繼續發光發亮。

歡迎辭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 , JP 回顧

了醫院學校 65 年的發展與工作，不

論在普通科、精神科或家居教學

服務，老師都盡一切努力，用不

一樣的教學方式令孩子在病困中

仍保持求學的初心，貫徹紅十字

會人道精神。蔡副局長盼望社會各

界繼續支持醫院學校，讓醫院學校成

為患病同學的祝福，亦祝願學校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主禮嘉賓致辭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 , JP（中）、香港紅十字會會長何驥先生（右一）、香港紅十
字會特殊教育及復康服務管治委員會主席鄒秉基先生（右二）、冼雅珏校監（左二）
及黃健行校長（左一）為校慶主持剪綵儀式。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實務教授陳
嘉琪博士以「不一樣的學校」
為題進行演講

葵涌醫院高級臨床心理學家
蘇玉芝博士主講「青少年焦
慮症與抑鬱症的預防方法」

雷海晴同學代表學校致送紀念品
予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 , JP



65周年校慶短片

校慶精彩花絮

校徽設計比賽

冠軍

中一 余安淇

亞軍

中二 陳愷恩

全部得獎作品

恭賀黃少琪老師以作品「堅毅自強心不改

六十五載顯仁愛」獲獎。

校慶標題創作比賽

校慶典禮圓滿結束，台前幕後工作人員
興奮合照。

法團校董會成員及嘉賓於台上合照

主禮嘉
賓教育

局副局
長

蔡若蓮
博士 , JP

香港紅十字會

會長何驥先生

香港紅十字會特殊教育
及復康服務管治委員會
主席鄒秉基先生 香港紅十字會秘書長蘇婉嫻女士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

學合唱團獻
唱本校校

歌

65 周年校徽設計比賽已圓滿結束，恭賀以下同學獲獎：



聖誕聯歡會     一年一度的聖誕節又到了！本校二十五個服務單位分別舉辦聖誕聯歡會

為同學送上祝福，病房頓時充滿歡笑聲和歌聲，洋溢着一片節日氣氛。

香港青年協會無伴奏合唱團與
同學齊唱聖誕歌

醫護人員、義工及家長與同學大玩遊戲，同學表現雀躍，氣氛非常熱鬧。

遠道從芬蘭而來的聖誕老人為同學送上聖誕卡及禮物

    黃校長於 2019 年 4 月遠赴芬蘭參與為期七天的教育交流團，除了參觀當地的學前機構、基

礎教育、高等學府、赫爾辛基的博物館及圖書館外，亦與當地的老師及同工進行專業交流。

    校長分享了芬蘭學府靈活多變的課程設計與課堂模式，值得醫院學校借鏡。他們善用電子

科技 ( 如：互動白板、平板電腦等 ) 幫助學生投入學習；教師有效利用 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的優勢，加強

課堂互動，有助學生進

行自主學習，提升學習

動機和興趣。課程設計以學生為本，老師著眼

每個學生的差異和性向，提供全方位的學習機

會讓學生發展才能。除了學科知識外，學校亦

十分重視經驗學習法，例如透過烹飪、針黹、

縫紉及木工等課程建立生活智慧。

    芬蘭教育注重學習歷程多於結果，與本校

的教學理念相近，同樣致力提供全人教育，培

養學生尊重生命的價值，克服困難，盡展潛能。

學
活

同學收到老師精心準備的聖誕禮物，
臉上露出真摰的笑容。

觀摩學習  芬蘭教育交流團
香港遊艇會為同學舉辦薑餅屋工作坊 同學絞盡腦汁用最快方法挑戰「速疊杯」遊戲



    2019 年 7 月 4 日，十多名同學參加由香港

科技大學舉辦的暑期 STEM工作坊，學習基礎的

機械和電路裝置理論，自行組裝零件、接駁電路，製作個

人化、獨一無二的繪畫機械人。當同學遇到組裝上的困難，

都不輕言放棄，堅持自己尋找解決方法，十足展現其勇於

接受挑戰的驕人精神！此外，同學亦

學習與編程相關的知識，掌握編程的

基本概念後再嘗試控制機械車。同學

充滿創意，對機械車下達不同指令，

創作出一幅幅有趣可愛的畫作。相信

經過這次活動，同學對 STEM 的興趣

和解難能力都有所提升。

校
動

順德考察一天團
    2019 年 7 月家居教學發

展小組舉辦了「順德考察一

天團」。是次活動內容精彩

豐富，家長和學生一同參觀

順德博物館，欣賞當地的文

物，並到訪李小龍紀念館，

認識一代武打巨星的風采和

傳奇故事。這次考察中，大

家既能體驗順德的風土人

情，又能品嚐當地美食，共

度美好的一天。

    2019 年 6 月 24 日，學校安排同學及家長來到香港鄉村俱樂部歡度仲夏。打保齡球有助鍛鍊體能及緩解壓

力，不少同學更是初嘗打保齡球的滋味呢！文武雙全、動靜皆宜的同學亦參與了視藝繪畫創作，透過不同圖案

和色彩表達自己的心情和思緒，抒解一整年的壓力。除了上述精彩的活動，大家還能盡情享用自助美食，歡笑

聲此起彼落，其樂融融。

香港鄉村俱樂部同樂日

STEM活動︰我的繪畫機械人

    為提升同學的自信心和抗逆能力以應付未來生活上的壓力和挑戰，視藝

組推行「躍進生命計劃」，鼓勵同學發展興趣及展示才能。是次展覽以「山

川風情」為題，讓同學了解中國名山、莫高窟、青花瓷等藝術和文化的價值，

並學習以拓印、撕貼、臨摹等技巧，創作出具有不同中華文化特色的作品。

同學作品精美別緻，獲展出於香港紅十字會總部地下大堂予公眾欣賞，在場

人士無不予以高度評價。

視藝活動︰躍進生命計劃
 (Life Education Art Plan)



傑出教師獎

    2018/2019 年度傑出教師獎由程英華主任獲得。程主任

任教多年，素來熱衷教學，以行動關心每個學生，深受同學

的愛戴，獲此殊榮絕對是實至名歸。

學生心聲

教師心聲

三．三

    今天是我入住廣華醫院的第七天，我也開始習慣這裏的學習模

式。當我病得很嚴重，沒有力氣的時候，我竟然可以和老師商量功

課量，真令我受寵若驚！我覺得在醫院學校裏，「完成功課」這件

事令我很有成就感！這裏沒有人會與我比較， 讓我可以更加放膽去

作不同的嘗試。還有，每當我犯錯的時候，不用害怕出醜，這令我

更加願意學習，更勇敢地去接受挑戰。在這裏，師生關係有著巨大

的變化，老師的權威少了，有時反而像我的朋友。

峯

    住院期間，每天都有不同科目的老

師來教我知識。我在德育及公民教育課

學會了仁愛的定義和相應的行為，令我

思考到如何在醫院、學校和家裏實踐仁

愛，例如給病友一杯水、在學校幫同學

拾起鉛筆和在家裏幫媽媽做家務等。謝

謝老師的教導！

Wins
    小兒為小學六年級生，正準備在港升學。人生中的一個關鍵時刻，卻偏偏因為哮喘發作，

需要在瑪嘉烈醫院接受治療而無法上學。

    慶幸得到此寶貴的機會，在高老師和其他老師悉心的教導下，讓小兒於住院期間，依然保

持學習求知的態度並樂觀地接受治療。

    雖然住院並不是一件樂事，但我仍感謝有這次住院的經歷，讓我知道香港有學校知悉並照

顧孩子的需要，提供適切的服務。對老師為孩子的辛勤奔波，我在此再一次衷心地感謝香港紅

十字會醫院學校以及瑪嘉烈醫院的教職員團隊。

蘇彩容老師 

    病床上，孩子都承受著各種難

以名狀的痛苦。所幸的是，在學習

的過程中他們或多或少能忘卻身體

的痛，得到心靈的滿足。好幾次，

孩子在剛上課時都表現出一副不情

不願的樣子；但十數分鐘過後，卻

積極投入，展現一副津津有味的模

樣。他們樂在其中的笑臉，好不討

人歡喜。下課時，更露出那依依不

捨的神情，殷切地詢問何時可以再

上課！這輕輕一句，一個期盼，便

成為了我教學的動力。

張穎筠老師

    第一次聽到「醫院學校老師」這份工作是在讀大學的時候，雖

然我當時不太清楚具體的職責，但認為在醫院教學別具意義。後來

在偶然的機會下，聽到兩位醫院學校老師的分享，得悉他們不但傳

授知識，還陪伴病童度過許多灰暗的日子，這令我更希望成為其中

的一份子。

    曾有一篇報導，文中提到醫院學校老師需要「周身刀」，我當

時頗為困惑。但如今，我真正明白「周身刀」的意思了。教學上我

們不只要傳授不同級別的知識，同時亦需要特別關顧學生的情緒，

因為疾病不僅帶來身體的痛楚，更會帶來內心的不安，尤其對精神

科的學生來說，看不見的痛楚絕不會比肉體的痛楚少呢！

    我期望在往後的教學路上，除了能令學生多學習一些知識外，

還能與他們相伴同行，令他們暫時忘記身體和心靈上的痛。

家長心聲



督 印 人：	黃健行校長
編輯委員會：	龍婉玲副校長、張紫韻老師、文詩禮老師、林爾康老師、陳可欣老師、潘頴琪老師、劉淑玲老師、
	 錢梓瑩老師、張穎筠老師、黃雪甄老師、蘇彩容老師、黃晴之老師

設有二十五個服務單位附設於全港二十間醫院內，包括家居教學單位，為在家休養的病童提供教學服務。

精神科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贊育醫院

青山醫院	 屯門醫院

葵涌醫院	 基督教聯合醫院

瑪麗醫院	 油麻地兒童精神科中心

普通科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威爾斯親王醫院

明愛醫院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	 伊利沙伯醫院

香港兒童醫院	 瑪麗醫院

九龍醫院	 將軍澳醫院

廣華醫院	 屯門醫院

北區醫院	 基督教聯合醫院

瑪嘉烈醫院	 仁濟醫院

王定一先生
布恩威先生
洪進華先生
陳永泰先生
雷普康先生
蕭汝生先生
蕭道生先生

「和富青少網絡」校長義工團
恒生銀行－香港體育學院精英運動員全方位發展計劃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紅十字會社區關懷服務部
芬蘭航空	 捷旅旅遊

American Women'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QP Group
Royal Hong Kong Yacht Club
Shell Volunteers - Hong Kong
The United Jewish Congregation of Hong Kong

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承蒙下列善長、機構及其員工於2019年對本校各項活動的支持，謹此致謝！

The Hong Kong Red Cross Hospital Schools are deeply grateful for the generous support from the following individuals,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staff members to our services carried out in 2019.

鳴謝 Acknowledgement ( 排名不分先後 )

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

綠創教學分享賽－
教育啟發貢獻獎

    醫院病房的四面石牆就能限制師生的創意嗎？三位參加

STEM教材設計比賽的教師齊聲說不！歐陽國康老師、蕭智傑

老師及曾偉信老師憑「病房中的降噪設計」教案，榮獲香港

教育大學「綠創教學分享賽」的「教育啟發貢獻獎」。

　　教案鼓勵學生為住院病人設計減低噪音的小發明，再運

用設計圖和紙皮模型解說其用法。歐陽老師認為住院經驗使

學生的設計更能以醫院角度出發，例如設計有足夠透明度的

隔音屏風，兼顧醫生巡房的需要；製作減噪耳筒時又會考慮

病人安睡的姿勢。蕭老師則分享如何在病房作床邊教學，以

紙咭模型教授學生工程設計的原理，幫助學生以具體事物展

現天馬行空的創意，其設計心思獲評判讚賞。

　　師生正是要面對不同限制，才能在困境中激發創意潛能。

藉着 STEM 教育，學生做到如何「取於斯、用於斯」，表現

值得欣賞。

嘉許狀 Certificate of Commendation

甘志成先生
香港紅十字會特殊教育及復康服務管治委員會成員及義務司庫、
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法團校董會校董及司庫、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法團校董會校董及司庫

銘謝狀 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許綺琪女士
伊利沙伯醫院 H9 病房經理 

廖月雯老師

恭賀以下人士獲獎︰

長期服務獎 Long Service Awards

龍婉玲副校長	（25 年） 廖月雯老師	 （20 年）
林寶瑩主任	 （25 年） 郭頴賢老師	 （15 年）
巫頌遐主任	 （25 年） 尹慧琪老師	 （15 年）
趙德慈老師	 （25 年） 石少峰老師	 （15 年）
黃德貞主任	 （20 年）

從病房中發揮創意紅十字會獎項

更多相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