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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

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一向積極推動正向教育，將校訓「仁愛、堅毅、自強」的精神融
入校園生活。學校透過課堂及多元化學習活動，發掘學生性格強項，幫助他們學懂欣賞自己
和別人。此外，學校又藉着家長講座、親子活動及家校交流，加深家長對正向教育的認識，
期望透過家校協作，鼓勵學生勇於面對困難，克服挑戰，共建校園正向文化。

 自 2020 年 9 月開始，學校推行了「快樂學童：多元體驗計劃」，其中「與
我同行 — 表達藝術體驗」深受學生歡迎。透過在繪畫的過程中加入對話元素，

讓家長和學生彼此送上鼓勵和支持，藉以鞏固親子關

係，又為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建立基礎。而和諧粉彩班

也締造了機會，讓家長和子女一同創出屬於他們的獨

特作品。在老師和家長攜手營造的正向氛圍下，學生

能更放膽嘗試，踏上成功的第一步。  
 家居學生瑞瑞同學積極參與學校的活動。瑞瑞媽媽表示：「共同創作讓我和孩子多
了話題，親子關係變得更好。老師會鼓勵孩子多作嘗試，就算未盡完美，也可用不同

方法去修改，令小朋友在較少壓力下體驗到創作的樂趣，從中得到成功感。」

邁向正向思維 豐盛人生

瑞瑞同學與媽媽嘗試以韓國
傳統螺鈿藝術技巧製作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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昱錕同學與家人一起以和諧粉彩作畫，
過程中洋溢着家庭的「愛」和「支持」。

結合家庭力量 共創正向校園

 2021 年 7 月，本校以網上形式舉行正向教育講
座暨學年頒獎禮。黃校長讚揚同學患病期間仍積極

學習，並勉勵大家繼續努力。當日講員為同學講解

如何以正向思維面對困難，使他們更深入明白到只

要懷着成長性思維和正向的態度，就能跨過難關。

 學校重視學生的人際關係發展，自上學年開
始籌辦「藝術信箱計劃」，讓他們與友校的學生

交換作品，成為「藝術筆友」。同學們在「寫信」

時學習表達自己的想法，開展與他人的友誼，並

提升成功感；在「回信」的過程中學習了解別人

的需要，藉着相互的支持提高抗逆力。本校的教

師藉着校本課程的「正向人際關係」教材套，不

單為學生提供探索自己品格強項的機會，更加強

他們的社交意識和

技能。住院學生雖

然要面對治療帶來

的不適， 但教師在
課堂上讓他們學習

從周遭環境中發掘

美好的人和事，增

加生活的快樂感。 點擊連結或掃描二維碼
觀看同學的得獎感言
https://bit.ly/3K97aNT

認識自己 
塑造正向人際關係

正向教育講座暨
學年頒獎禮

周俊廷同學在「藝術信箱計劃」
中與友校分享他的創作，以此送
上祝福。

同學們舉起獎狀與老師合照



 趙沛童同學（小五）的作品（上）以簡潔的線條和斑斕明亮的顏色
創作出一幅富有生命力的圖畫，藉此祝福其他同學的生活朝氣盎然、繽

紛多采。周俊廷同學（中四）的作品（下）融合了美術與音樂。他從樂

曲中取得靈感，將歌曲名稱和歌詞轉化成作品中的花紋與圖案。周同學

願以他的餐墊設計祝福每位正接受治療中的同學都能早日康復！ 

於香港紅十字會「人道築織」
互動展 (左) 及港鐵社區畫廊(右) 
展出的學生創作

學生運用畫作勉勵他人積極面對逆境和挑戰

 藝術創作好比在心中添上一扇窗，一方面讓
人抒發所思所感，一方面可以傳遞正能量。教師

引導學生利用靜觀和五感，探索各種難忘回憶，

教學生以無限的創意，抹去負面的情緒，創作出

一幅幅繽紛燦爛的作品。畫作配上正面的字句，

既可鼓勵自己，又能激勵他人。此外，學校又透

過參加香港紅十字會「人道築織」互動展及港鐵

社區畫廊等公開展覽，為學生提供展現創意的平

台，以肯定他們的藝術才能。 

 學校鼓勵學生發揮創意，設計實用產品，除了展現學生的才藝，增強他們的成就感，更想向留院同學
送上正能量。

產品設計體驗

發揮想像  以創作同互勉

正能量Tote Bag設計比賽

餐具設計

 視覺藝術組於 2021年度下學期舉辦了「正能量
Tote Bag 設計比賽」，讓學生一展創意。透過創作
正向標語和富趣味的圖畫，傳遞樂觀自強、關懷他

人的精神，得獎作品更獲印製成布袋以送贈他人。

同學們雖然要留院，卻展現出永不放棄的堅強意

志，其中冠軍作品就以「伸出援手，伴着你走」為

主題，支持每個面對逆境的人。
冠軍得主司徒靖儀同學 (中四) 的作品



 在「新興運動體驗日」中， 同學們體
驗了兩項嶄新運動 — 芬蘭木棋與法式滾
球。大家在過程中表現雀躍，在導師的指

導下使用不同的運球技巧，即場一展身

手，更與隊友同心協力，挑戰難關。同學

們在活動中既能發揮團隊精神，也體會到

運動的樂趣，大家都樂在其中。

 本學年的家居教學聖誕聯歡會於 2021 年 12 月假香港遊艇會舉行，當日除了
有緊張又刺激的遊戲外，「聖誕薑餅屋工作坊」更是同學們期盼已久的環節。在專

業廚師的指導下，同學運用不同食材製作了獨一無二的薑餅屋。同學和家長都能

藉這個聯歡會感受歡樂的氣氛，實在既溫馨又難忘！ 

為了讓學生擁有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學校舉辦了「酒店

款待及餐桌禮儀體驗班」，讓他們認識酒店款待服務

與日常餐桌禮儀技巧，提升個人修

養。學生當天到訪唯港薈酒店，

在餐桌禮儀導師的指導下， 認
識西式餐桌禮儀；在行政主

廚的帶領下， 與家長一起製
作聖誕蛋糕喜迎佳節。是次

體驗班不但能讓學生增廣見

聞， 也能讓家長與子女共享天倫
之樂。

在這次活動中我

明白到無論做任

何事情都要有技

巧和耐性，才能

做到最好！
許同學

這個活動相當刺

激，教練也很用

心，我非常高興能

參加這個活動呢！
陳同學

這個體驗班不但

讓小朋友開心盡

興，更可增長知

識，真是相當有

意義。
家長心聲

酒店款待及餐桌禮儀體驗班

新興運動體驗日

香港遊艇會薑餅屋工作坊

學校活動



 學校舉辦了「跨課程閱讀理念及實踐工作坊」和
「STEM 活動工作坊」，當日張永德博士帶領教師們以
多角度分析和創作跨課程閱讀教材的設計；在「STEM
活動工作坊」中，一眾教師合力完成各項任務，從中發

揮創意、解難和協作精神，以探索STEM教與學的策略。

遊韓體驗活動日

張博士悉心講解跨課程閱讀的繪本教學策略

STEM活動工作坊大合照 教師們化身「超級工程師」

 本校教師黃少琪和歐陽國康獲邀參與由香港紅
十字會青年發展服務舉辦的「大專人道體驗計劃：

病房定班房？ Why not both ？」網上講座，向大
專學生及香港紅十字會會員介紹醫院學校的宗旨和

服務特色。兩位老師分享了日常工作內容以及與學

生相處的深刻經歷。這些教學上的點點滴滴都構成

了一幕幕珍貴的回憶，推動老師繼續以人道精神教

導病童，陪伴學生走不一樣的人生路。

 為了開拓學生視野，認識不同文化特色，在上學期學校舉辦了「遊韓體驗活動日」。在韓國觀光公社
代表的指導下，學生學習以傳統螺鈿藝術技巧製作明信片、參與韓語會話教室及有獎問答遊戲。學生既投

入參與各項活動，又踴躍試穿韓服。縱使疫情帶來限制，學生仍能夠「衝出香港」，體驗更多外國文化知

識，眼界大開。 

教師專業發展日

大專人道體驗計劃分享講座

香港紅十字會活動



 留院學童因治療而令生活受到影響，他們的心
裏難免會感到孤單，實在需要我們的體諒和支持。

我希望能夠活用自己的專業知識，與學生同行。

 記得主管老師跟我說：「我們要給予學生無限的
愛和包容。」唯有愛，能讓他們克服生命中各種恐

懼和困難；唯有愛，能使他們勇於面對一切。我愛

我的每一個學生，希望他們的生活能夠過得精彩。 
沈麗彥老師

 我的兒子今年六歲，他在九月
上小學一星期後就不幸感染了肺炎

鏈球菌。由於病情反覆，他兩度入

住兒童深切治療部隔離治療。由於

他年紀尚幼，情緒受到很大困擾。

幸得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的老師

探訪他、開導他，並教導他原校的

課程，讓他在住院期間都可以跟上

學習進度。老師的幫忙，讓我減輕

不少負擔和憂慮。衷心感謝你們對

病童的付出和關懷。

余秀珠女士

 我在病房中遇到一位輟學數年的年
輕人，每當他聽到「老師」的時候便連

忙搖頭擺手，但又暗中觀察我們的教

學。多番接觸後，他開始願意跟我們分

享自己的興趣，也開始願意上課了。這

位學生嘗試重新投入學習，很認真地上

課。作為老師的我喜見他能夠在課堂上

認識自己，找到目標及人生方向。

吳文英老師

 我不知道自己還要在醫
院生活多久，偶爾會感到迷

惘、不知所措。直至香港紅

十字會醫院學校的老師出

現，令我即使身處病房，仍

能繼續學業。我彷彿又回到

學校，生活變得有規律和有

樂趣，每天晚上會期待明天

的課堂，讓留院的日子變得

更有意義。

Brando 同學

 剛進醫院的時候，說
真的，我十分害怕趕不上

原校的進度。後來香港紅

十字會醫院學校的老師與

我上課，就着我的進度選

取合適的課程，為我細心

地解釋艱深的概念，我才

發現自己多慮了。老師，

真的非常感激您們！

金魚同學

學生心聲 家長心聲

教師心聲



督 印 人：黃健行校長
編輯委員會：文詩禮老師、危思明老師、黃雪甄老師、張紫韻老師、錢梓瑩老師、林爾康老師、
     潘頴琪老師、沈麗彥老師、林潔瑩老師、林凱姿老師、劉祉彤老師、鄭明真老師

黃健行校長出席

「香港特殊學校議

會 2021 年周年大
會暨議會成立 40
周年全港特殊學校

專業發展日」活動

紅十字會獎項

獲長期服務獎的教職員合照

恭賀以下人士獲獎︰
長期服務獎 Long Service Award

香港特殊學校議會
2021年周年大會

支援服務學校聯合分享會
暨學習成果展

STEM 教育組老師參與「支援服務學校聯合
分享會暨學習成果展」分享教學心得

 設有二十六個服務單位附設於全港十九間醫院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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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科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青山醫院
葵涌醫院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瑪麗醫院

屯門醫院
贊育醫院
基督教聯合醫院
油麻地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務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明愛醫院
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
香港兒童醫院
九龍醫院
廣華醫院
北區醫院
瑪嘉烈醫院

威爾斯親王醫院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伊利沙伯醫院
瑪麗醫院
將軍澳醫院
屯門醫院
基督教聯合醫院
仁濟醫院  

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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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琳女士

張雪芬女士

蕭煒炘女士

35 年：
陳淑瑩主任 
30 年：
陳賽英老師
25 年：
程英華主任

20 年：
許秋群老師 
許雅梅老師 
鍾潔玉老師 
李淑珍老師
劉靜宜女士

15 年：
劉潔寶主任 
湯慧儀老師 
文詩禮老師
高卓翹老師 
梁寶兒老師 

李兆基先生

趙嘉俊先生

薛子瑜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