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醫院學校就讀期間， Isaac 不僅學習到學科的知識，還有不同的學習
體驗。而令他最深刻的就是「產品設計體驗」，「我小時候在澳洲讀藝術時，
雖然畫過不同的畫作，但從沒試過把自己的創作製成產品。醫院學校的老師
看到我的畫作後，便鼓勵我把它們轉化成一些實用的物品。」

老師為肯定 Isaac 的視藝創作天份，特意為他提供設計機會。 Isaac 運
用豐富的想像力，把香港的著名景點及特色美食結合成「香港系
列」畫作，然後把作品製成布袋，在學校的安排下存放於紅十字
物品專門店售賣。

Isaac 在整個學習過程中，除了參與產品設計外，還積極
學習與廠家聯絡，學習報價、價格和選材等流程。他更表示：
「未來，我想繼續修讀設計，用產品呈現我的畫作。」我們喜見
Isaac 能從學習中找到未來的路向。

師生攜手同築夢

  2019 年，周俊廷同學（ Isaac）的「再生障礙性貧血」病復發，這幾
年的抗病經歷，使他變得更剛強積極。「我對所有事情都看開了，變得更樂
觀。經歷過生死，很多事情也不太懼怕了。」

以愛同行人生路 成就 想發亮光以愛同行人生路 成就 想發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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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周俊廷專訪─病患無阻夢飛翔

  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為留院病童提供教育服務，使學生在患病期間能繼續學習。無論治療的過程是長或短，醫院
學校的教師都以愛心與學生同行，讓他們發光發亮。

  Isaac 坦言治療中最困難的階段是「電
療」，因為「每次電療後都嘔得很厲害」。的
確，這並不是旁人能明白的辛苦，但他卻沒有
因此而一蹶不振，反倒抱着樂觀的態度面對治
療。儘管療程比預期漫長，但他仍懷着勇氣堅
持到底。患病期間，Isaac 得到很多人的幫助，
他心存感激地說：「我最想多謝家人、醫生、
護士和老師。」 Isaac 還有三個月便渡過康復
期，治療和康復之路確實並不容易，作為過來
人，他勉勵其他正與病魔搏鬥的同學，「雖然
過程可能會很辛苦，但總有好起來的一天。」

力戰頑疾不言敗

校訊
2022 年 7 月

夢夢

Isaac 精心設計的「香港系列」布Isaac 精心設計的「香港系列」布
袋，現已於紅十字物品專門店有售。袋，現已於紅十字物品專門店有售。

教師感言
    兩年前的初秋，我與俊廷第一次上課。起初，我十分擔心俊廷因有一段時間沒有學習中文，會對課堂不感興趣。不過，我很快就發現根本不用擔心。他上中文課時十分投入，不單喜歡語文學習，更對中華文化充滿好奇。

    俊廷十分喜歡創作。於是，我常鼓勵他以繪畫表達所思所想。有一次，他在活動中得知有同學深受患病之苦，便畫了兩幅畫來鼓勵同學。他也嘗試把畫作製成不同的物品，贈予照顧他的醫護人員。俊廷繪畫了很多不同主題的作品，有他喜歡的動物和昆蟲，也有他喜愛的香港美食和風景。他的風格多變，時而精細寫實，時而充滿童趣，唯一不變的是每一幅也滿載愛和祝福。

黃少琪老師

Isaac 的「昆蟲系列」畫作Isaac 的「昆蟲系列」畫作



善用時間發展興趣
  被問及抗病歷程中最困難的階段，Forest 眉頭一皺說︰「猶記得初用化療藥時，我經常沒有胃口……」當老師以
為她所分享的內容將會與治療的副作用有關時，她卻道出「沒有胃口會令我沒心情，不能完成已計劃的工作，這樣真
的很浪費時間啊！」

  Forest 興趣廣泛，喜歡接觸不同新事物，而且自學能力亦高。她不只擅長彈琴、彈結他，更自學 K-pop 舞蹈，甚
至開設個人影片頻道分享生活趣事。患病後，她的心態變得更加正面和積極，除非因療程影響作息，否則一般她都會
於早上 8 時左右起床，然後便開始管理 YouTube Channel 及 IG Shop、設計產品、製作短片、解答網友有關治療的
疑難……她每天都過得充實愉快。Forest 笑說：「興趣很重要，它令我對人生有盼望，活得更開心。」

教師感言
    在我的印象中，澄生是一
個堅毅自強的可人兒。確診了
白血病後，她從沒有自怨自艾，
反而積極面對惡耗，以輕鬆樂
觀的方式在社交平台上呈現自
己的抗癌日常。還記得第一次
看她的抗癌影片時感到很觸
動，自化療開始，她秀髮漸落，
噁心和無力感愈趨強烈，但她
總是綻放着比花火更燦爛的笑
容。她也應邀到電台及電視台
分享自身經歷，為大眾解說初
患癌症的迷思及感受。澄生積
極面對人生不同考驗的態度，
真是非常值得我學習和敬佩。

黃正怡老師

在醫院學校的難忘經歷
  患病期間，Forest 曾接受家居教學服務，更獲教師頒發「自強奬」，以表揚她正面
樂觀、面對病患時自強不息的態度。

  Forest 參與了學校所有與藝術有關的體驗班，包括和諧粉彩、水彩畫、表達藝術和
手作設計體驗，從中學習繪畫技巧。

  當 Forest 回想上課片段時，她表示最難忘的是與教師隔着電腦屏幕創作歌曲，「大
家你一句、我一句地哼唱不同的旋律，直至完成整首歌曲，真是既滿足又有趣！」課堂
上的點點滴滴都帶動着她思考，為日後發展路向增添養份。Forest 現正籌備一首新的歌
曲，曲詞創作全由她一手包辦，她更自學編曲等後期製作，我們也拭目以待她的新作。

  現時 Forest 的治療已進入維持期，雖然距離完全康復仍尚有一年的時間，但她已重
返校園了。談到學業，她希望能結連興趣，於高中選修視覺藝術、資訊及通訊科技等科
目，並作更好的時間分配，享受充實的校園生活。

  李澄生同學（Forest）是一位中三學生，2020 年患上白血病。在兩
年的患病過程中，Forest 沒有將病人身份看得太重，她打破一般人認為患
病只能卧床休息的傳統觀念，積極地把握治療以外的時間來追尋夢想。她
以自身經歷告訴我們︰「無論患病與否，生命總存在着許多突如其來的變
化，不要輕易放棄，要嘗試以積極樂觀的態度來面對，努力過好每一天。」

學生李澄生專訪─患病讓我更自強

Forest  12.07.2021

 Forest 上視藝課時繪畫的作品 Forest 上視藝課時繪畫的作品



  你知道「Hola!」是甚麼意思嗎？這是西班牙文
的「你好」呢！在教師的用心教導下，學生能準確
地以西班牙文互相問候。此外，學生也學到怎樣說
出自己的歲數、簡單介紹自己的夢想及所就讀的學
校。學生既可以在課堂中學習新事物，也能即席運
用所學，因此大家都十分享受上課的時間呢！

  其他學習經歷部於 5 月 28 日舉辦了網上「急
救工作坊」，活動旨在推廣普及急救的訊息、延
續助人自助的信念、並實踐「保護生命」的人道
精神。學生表示工作坊內容既有趣又實用，他
們不僅學會基本急救原則以及傷口處理的程序；
還可以運用附送的急救包，與親朋好友一同練習
基本包紮法。不少學生期望日後能夠有機會參與
進階訓練，充分裝備自己，以便日後在緊急情況
下能幫助拯救生命。

點擊連結或掃瞄二維碼觀賞影片：
「讓愛閃亮 2022—學校專輯」
 t.ly/jw3p

  在人生路上，每個人的心裏可能都充滿着對身邊人
的感謝和愛，你可曾想過可以怎樣表達心意嗎？
  教育局建立「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5 周年 —
讓愛閃亮 2022」專屬網站，內容除了介紹學校服務外，
也設立「心意傳遞區」版面，為師生、家長及不同持分
者提供渠道，讓大家有機會把心意一一傾吐。「心意卡」
內滿載着師生和家長心中的感謝和鼓勵說話，讓學生和
家長能在充滿愛的路上互相扶持、互勉同行。

網上急救工作坊

韓
文
班

  「你好，我是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的學生。
（안녕하세요 . 홍콩 적십자사 병원 학교의 학생입
니다 .）」在教師的帶領下，學生都能以簡單的韓文
介紹自己，這實在是不容易啊！學生們都對韓文感
興趣，他們認真學習及模仿正確的發音。負責教師
希望學生能夠藉此多學不同的語言，發展個人潛能。

西
班
牙
文
班

學校活動

讓愛閃亮 2022

你是做什麼 ( 職業 ) 的 ?

你好，我是香港紅十字會
醫院學校的學生。

http://t.ly/jw3p


  在「圈圈人生」活動中，學生透過繪畫彩色圓
圈釋放內心的壓力。當教師引導他們要把所有圈圈
都填上人名時，學生才察覺到生命中還有很多重要的
人與物，例如醫護、教師、朋友和寵物等，他們都與
自己的生命有重要的結連，陪伴及守護自己的成長，學
生從中學習到欣賞身邊美好的人和事。

  學生支援部於下學期繼續與
學友社合作，於 5 月舉行網上生
涯規劃講座，是次主題為「升學
面試技巧」，目的是讓學生了解
面試的準備和注意事項。

  當天社工很詳細地與同學分
享面試心得，包括面試目的、形

式、事前準備、個人及小組面試態度、內容及技巧。此外，
社工也通過不少實例，讓學生了解不同學系的面試要求及
注意事項，使學生能對升學及就業面試有更充分的了解。

學科分享會

數學大變身   齊來遊戲一百分
  小學數學組早前舉
辦「從遊戲學習數學」
分享會，介紹怎樣融合
創意與數學，建構充滿
趣味的多元學習方式，
從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
趣和數理科的潛能。 

  當天，香港浸會大學高級講師洪進華先生與教
師分享了三個實用教學點子：自製乘法貼紙拼圖、
雙人因數擂台大挑戰和百分率配對三角形。這些遊
戲除了能鼓勵學生自學，幫助他們温故知新，更能
提升學生人際互動和邏輯思考等能力。

學生嘗試以遊戲方式學習數學學生嘗試以遊戲方式學習數學

  中學數學組邀請了香港摺紙社的黃大翀導師舉辦摺紙 SAME(Science Art Math Education) 分享會，當天導師熟稔地
把一張張紙左翻右摺，在不知不覺中將一個個像小山谷般的三角形，變為三角錐形禮物盒。這些如魔法般的摺紙藝術，讓
數學跳出抽象的框框，讓師生們看得見、摸得到數理元素和理論。同學們，準備好在課堂中，通過不可思議的摺紙活動，
領略數學的趣味嗎？

  本校致力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藝術體驗，亦期望
透過藝術創作，培養學生關懷社會的精神。早前，視
藝組鼓勵學生為長洲醫院作畫，既希望為院友的住院
生活添上色彩，也藉此祝願他們早日康復。

表達藝術體驗—圈圈人生

    非常感謝醫院學校及沈老師
給予機會，讓向一及妹妹一起參
與表達藝術體驗班。他們都十分
喜歡這活動！除了當中的藝術成
份外，我更留意到老師不斷鼓勵
同學們創作，令同學都十分開心。
真希望可以再參加這個課程呢！

向一家長

生涯規劃講座—升學面試技巧 童畫 ‧ 悠長洲 2022

指尖上的藝術  摺痕中的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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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教育：從規劃到實踐網上分享會
  曾偉信老師和蕭智傑老師於 1 月 14 日在教育局舉辦的 STEM 教育分享
會中介紹「手機架與人體工學」的教學設計，與教育界同工分享教學成果及
進行專業交流。

  留院學生時常在病床上使用手機，若姿勢不正確或會引起身體不適。有
見及此，老師讓學生嘗試運用人體工學概念設計手機架。學生先在數學課認
識畢氏定理、三角比及平面圖形的幾何性質，從而找出「最佳手機架角度」；
然後在普通電腦課繪畫手機架立體圖，再以 3D 打印機製作模型；接着在檢討
工程設計的過程中辨識問題，改良產品；最後在科學課學習運用凸透鏡放大
手機屏幕的原理。透過數學建模和科學探究，學生不但能提升解決問題的能
力，也能透過情境設置，培養同理心和勇於嘗試的態度。

教
師
心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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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十月，我不小心從樓梯跌了下來，

幸好腳骨沒有移位，但還是要到威爾斯親王

醫院留院治療。一開始我以為很快便能夠
出院，但原來要留院很多天。我不能見
爸媽，也擔心腳傷好不起來。後來有
醫院老師陪伴我，和我上課、做手
工，給我解悶，讓我慢慢放下憂慮。因此我很感謝醫院學校的老師。 

葉紀柔同學

家長心聲

    泳君因病休學了很長時間，感謝醫院學校
的教師在她落藥期間，或在家中休養時的悉心
教導，使她能溫故知新。她的學習態度愈來愈
積極，更立志將來幫助有需要的人。

    我們參加了學校舉辦的多個活動，泳
君起初害羞，不打算穿著韓服，但在教
師鼓勵下，最後肯嘗試新事物。看到
女兒投入製作明信片，完成作品
時流露的滿足表情，做家長
的就更開心了。 

 泳君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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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分享

  本校精神科院校教師不時獲邀在醫院內外分享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心得。疫情下，由於學生在家上網課的日
子增多，令不少家長在跟進孩子的學習時遇到很多困難。因此，學校應邀與屯門醫院、九龍醫院、基督教聯合醫院和葵
涌醫院舉辦超過七場網上家長講座，讓家長了解協助孩子學習的策略。相信藉着家校合作，孩子可以得到實際的支援，
能更有力地面對其學習上的困難。

家長講座



紅十字會獎項

學生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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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達彥老師

家長心聲

鳴謝 Acknowledgement ( 排名不分先後 ) 
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承蒙下列善長、機構及其員工於 2021-2022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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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2! 

香港翻轉教學協會

藝術在醫院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 O 三區

Hong Kong Disneyland Resort

Korea Tourism Organization (HK Office)

Royal Hong Kong Yacht Club

張 琳女士

張雪芬女士

蕭煒炘女士

李兆基先生

趙嘉俊先生    

薛子瑜先生    

銘謝狀 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黃慧恒女士 盧翠霞女士 高步雲醫生

  本校學生積極參與敬師運動委
員會舉辦的「向老師致敬 2021 學生
比賽」─ 特殊學校組繪畫及填色比
賽。學生在藝術創作中以童真的視角
展現獨特的創意，藉此表達對教師的
敬意。其中吳浩然同學及陳宇軒同學
獲得填色創作比賽校內賽優異獎，區
芷蔚同學更憑出色的畫功在比賽中
喜獲「繪畫比賽 ( 特殊學校 )」優異
獎，在此恭賀各位獲獎的同學。

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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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老師致敬2021學生比賽」

（左）區芷蔚同學的得獎作品及（右）與教師們的合照（左）區芷蔚同學的得獎作品及（右）與教師們的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