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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處：西九龍海庭道19號香港紅十字會總部9樓907室
Room 907, Hong Kong Red Cross Headquarters, 19 Hoi Ting Road, West Kowloon 
電話：（852) 2892 2885 傳真：（852) 2802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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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活動展潛能 正向校園搞手創
　　教學新常態為傳統學習模式帶來改變，本校積極拓展新方向，透過多元化學習活動幫助學生
發展潛能，在「疫境」中為學生帶來正能量，引導學生以正面積極的態度面對各種挑戰。

快樂學童：
多元體驗計劃

本校自2020年11月開始推行「快樂學童：多元體驗計劃」，至今已成功舉辦
九項學習體驗活動。除了上學期已開辦的表達藝術體驗、外語學習、樂器體驗等
活動外，下學期還加開了其他藝術創作和廚藝班，當中更加入親子元素，讓家長
能與子女盡享家庭樂！

鼴

夏威夷小§者他近
在「快樂學童：多元體驗

計劃」中，學校盼望透過夏威夷
小結他班為學生帶來輕鬆而療癒
的音樂體驗。

上學期，學生能在四節課
堂中學習閱讀五線譜、彈奏
單音及和弦的技巧，順利
彈出喜愛的樂曲；而在下學
期，學生能學習裝嵌及設
計獨特的個人小結他。
完成設計後，學生用自
己親手製作的小結他愉
快地彈奏樂曲，讓悠揚的
樂聲陪伴自己面對治療及成長所帶
來的高低起跌。

日本和霏粉系樣見十近
　　本學期新增日本和諧粉彩親子
班。學生和家長透過手指頭、粉彩和
簡單的工具，共同完成繽紛美麗的和
諧粉彩作品，締造美好的親子回憶。

入廚祟
　　在深受學生歡迎的「入廚樂」活動
中，學生運用簡單食材製作精緻美食。
學生既能學習到中西式的烹飪技巧，又
能跟家長一起體驗入廚的樂趣。

學生能親手製作她喜歡的甜品，
家長及老師都感受到她的快樂。

點擊連結或掃瞄二維碼欣賞學生學習成果
https://qrgo.page.link/cQB39

點擊連結或掃瞄二維碼觀賞課堂片段
https://qrgo.page.link/8utjp

德綉體驗近
　　Guten Tag! 你好！
　　德語體驗班於2020年11月正式開
課，同學於網課學習德語字母、發音、
與人打招呼、簡單對答及自我介紹。雖
然德語字母和英語字母大致相同，但發
音和文法均有許多不同之處。上完第一
課後，就讀中四的俊廷覺得課堂內容不
算很難，而小五的若水則覺得要學好德
語便要好好下一番苦功呢！劉老師認為
兩位同學都很用心，只要纘續抱着「堅
毅」、「自強」的學習態度，必可漸入
佳境。
　　Auf wiedersehen!
　　下一課再見！

https://qrgo.page.link/8utjp
https://qrgo.page.link/cQB39


點擊連結或掃瞄二維碼閲讀
https://qrgo.page.link/audYV

  每一位學生也是自己生命中的主角，有屬於自己的故事，也有屬於自己的
想法、能力和夢想。學校關心同學身、心、靈的成長需要，因而積極推動生命
教育，希望透過「生命冊」製作活動幫助學生回顧和整理自己的人生故事，加
深對自己的了解，確立自我形象和提升自尊感。 

  教師按同學的獨特性，尋找最合適的媒體來製作生命冊，如運用文字、繪
畫、相片、影片和錄音等不同方式創作。為幫助學生認識人生回顧和人生意
義的概念，教師亦會從日常教學的互動中，幫助學生發掘每個成長階段裏的意
義、自我價值、興趣和專長，並透過整合生活經歷，探索個人願望和夢想，以
鼓勵學生不論在住院期間或離院後，都要投入生活，積極活出豐盛人生。

鄭小燕「青春記念冊」
  小燕同學以優美的文字述說了她的童年生活、
成長回憶、對不同主題的思考，以及對未來的
暢 想 。 一 篇 篇 溫 馨 的 小 故 事 、 一 首 首 美 妙 的
詩 歌，都讓我們看到她思若湧泉的妙想。

點擊連結或掃瞄二維碼閲讀
https://qrgo.page.link/awahU

蘇靖殷「陽光的 JOJO」
  靖殷同學以相片和文字介紹自己的成長片段和
視藝作品。內容包含了家庭、校園和住院期間等生
活點滴，展現了她與家人、老師、同學和朋友間的
深厚感情，讓我們看到她積極活潑，富有創造力的
一面。

張光霆「我的小冊子」
  光霆同學以影片介紹自己患病期間的心路歷程，
讓我們看到他面對疾病時的積極樂觀態度。

點擊連結或掃瞄二維碼閲讀
https://qrgo.page.link/yfxhY

璀璨點滴織生命 

朝氣人生譜於冊

同學們精彩的生命冊

每一位學生都是獨一無二的。
學校期望透過生命冊製作活動，幫助學生
把自己的故事以可保存的方式紀錄下來，
讓 學 生 從 中 認 識 、 反 思 和 欣 賞 自 己 ，
重塑生命意義。

https://qrgo.page.link/yfxhY


學校活動

咖啡製作培訓班

藝術信箱
  本校與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
及慈善機構「全人藝動」(Art for All）
合作，舉辦「藝術信箱」計劃。機構為兩
校學生進行配對，使彼此成為「藝術筆
友」，以藝術作品作交流，互相認識，表
達關懷。

網上魔術興趣班

  於四月舉辦的「全方位學習活動：咖啡製作培訓班」，讓學生
從沖調咖啡的過程中享受不一樣的學習體驗。

  課堂由專業的咖啡師講解手沖咖啡的製作方法、咖啡豆的類別、
拉花技巧和其他沖調咖啡的知識。學生細心聆聽咖啡師的講解後，
就即時運用拉花列印機，將自己設計的圖畫列印於咖啡泡沫上，把
沖調咖啡與藝術融合起來。

  如此富有趣味的培訓班不但能使同學認識成為咖啡師所需要的
專業技能與就業前景，亦啟發有志成為咖啡師的同學思考個人職業
路向，為未來及早裝備自己。

  本學年的「網上魔術興趣班」是一個深
受學生喜愛的活動。學生學習到魔術的原理、
使用道具的手法和演繹技巧，讓看似沉悶的
住院時光帶來不一樣的色彩。



母親節學生感恩短片

  母愛像涓涓流水，從不間斷地
滋養著孩童的成長。

  本校學生藉「母親節學生感恩
短片」活動，以朗誦詩歌、歌唱
及分享感受來表達對母親的愛
意。

「人道築織」
互動展

  香港紅十字會於 2021 年 5 月
8 日至 9 日舉辦「人道築織」互動
展，跟公眾人士回顧香港紅十字會
70 年來的足跡。本校教師當日負責
「創意 3D 打印筆工作坊」，公衆
反應熱烈，參加者透過輕鬆有趣的
體驗活動，認識到人道精神。 

其他學習體驗
  為推動全方位學習，擴闊學生的學習體驗，本校自2020年 11 月
開始提供以下課程：

�科學探究及STEM 教育
�音樂教育
�價值觀教育
�視覺藝術教育
教學內容理論與實踐並重，學生不論身在家中或醫院，都能

按個人興趣和能力靈活學習不同學科的知識，享受自主學習的樂
趣，亦大大提升了學生自學能力和主動探究的精神。

音樂教育

價值觀教育
科學探究及STEM 教育

  音樂教育課程以拇指琴為主題，學生不
單能夠認識其結構及彈奏方法，亦能了解其
他國家的傳統文化，享受音樂帶來的樂趣。

學習成果展示
  岑柏熹同學完成拇指琴課程後，掌握彈
奏此樂器的技巧。除擴闊生活體驗之餘 ，亦
可增強自信及能力感，岑同學樂意彈奏《 天
空之城 》 一曲，  藉學校網頁中之「 學生成就
壁報板」，分享習得樂器之喜悅。

點擊連結或掃瞄二維碼閲讀
https://qrgo.page.link/io8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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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齊唱校歌

 I would have had my breakfast if I had 
not encountered this unusual event this morning.

  When I arrived at school, many people 
looked confused at the school gate. There 
seemed to be a raging fire in the school. The 
crowd started to panic. Some children were 
even crying, being scared and getting weak at the 
knees.
  At that moment, the police arrived 
and tried to comfort the panicked crowd. They 
made explanations and guided the children to a 
safe place. Soon the scene was controlled.
  As the smoke was getting less, fire 
fighters walked out from the main gate of 
the school, removing their helmets and said, 
“We figured out that the smoke was caused by 
the movie club. They were doing an experiment 
on what would be the most efficient way to create 
non-harmful smoke in order to get the best 
effect for filming. Even though it looks 
terrifying, no one is hurt or injured so no 
worries!” Everyone was glad and started to return 
to their usual life.

  As I was relieved, my stomach 
growled, reminding me to have my 
breakfast. I rushed to the canteen but 
the workers had finished tidying up. 
At last I could not have my breakfast 
because of what happened this 
morning. What a bad day!

祝賀校友聰聰生日快樂！
 早前，校友陳銘聰 21 歲生日，曾任教他的黃麗芳老師（左

二）、黃佩賢老師（右一）及陳幼琪教師助理（右二）特意登門
探訪，為他送上祝福。

  雖然聰聰已畢業了一段時間，但他卻沒有忘記上學時的片
段，眉宇間流露出重聚的喜悅。聰聰熱愛學習，他堅毅自強的人
生態度，不單感動了我校老師，更鼓舞了其他同學。

點擊連結或掃瞄二維碼認識聰聰
https://qrgo.page.link/4ankX

學生

心聲

學生
創作

家長
心聲

教師
心聲

  入院已經兩個月了，在沉悶的住院
日子裏，想不到會有醫院學校的老師和
我們上課，讓我在醫院的日子過得十分
充實。每位老師都十分關心我，同時用
心教導我許多知識，使我獲益良多。希
望未來我也有機會到醫院幫助或教導其
他病人。

伊桐

  我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星期，期間有老師來為我們上
課。我一開始只是抱不怎麼樣的心態去學習。 睡在我隔
壁床的一個六歲小女孩因為腎臟出現問題，長期住在醫
院裏，無法上學。當老師一出現在病房裏，她就會興高
采烈，一直跟老師打招呼。看到這個情況，我轉換了心
態，認真努力地上課。我感到在醫院裏學習是很快樂的，
多謝醫院學校的老師。

喬伊

Nakata (S.4)

  小女語翹於 6 歲半確診白血病，並於 2021 年 1 月
下旬開始接受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的家居教學服務。作
為母親最高興的是能看到女兒每天也充滿正能量，每次課後會
興高采烈地跟我分享學到的事物。除了書本的知識之外，語翹
還習得待人處事的態度、學會接納自己、認識及表達情緒的方
法。適逢小女剛踏入小一，縱然疫情下生活及學習模式轉變，
但她仍然積極面對疾病及困難，這一切使我百感交集。

  在此感激老師的無私奉獻，常常鼓勵語翹，像燭光照亮我
們。文字或許未能完全表達我們對於家居教學有多大感激，但
我們會身體力行，好好教導女兒回饋社會，就像今天我們得到
香港紅十字會的幫助一樣，讓愛延續下去。謝謝高卓翹老師和
黃佩賢老師出現在語翹的生命中，讓她上了最重要的人生課程。

黎語翹家長

  接受治療期間，醫院學校的學生可能要被困於病房或家中，
他們比一般同學更渴求接觸世界，不受拘束地表達自己，而音
樂便成為一個重要的媒介。

  在音樂課、合唱小組或樂器體驗班，老師總會見到一張張
笑臉。即使學生們正面對病痛或治療帶來的副作用，但在歌唱
期間，他們的小小身軀都能發出嘹亮的歌聲，以生命歌唱生命。 

  孩子，只要你願意開口歌唱，放手彈
奏，甚至只是在一旁靜聽，一切聲音都是音
樂，老師很願意與你們一起感受音樂，感受
生命。

馬誦瑩老師

A Fire Accident



督 印 人：黃健行校長
編輯委員會：文詩禮老師、危思明老師、陳淑瑩主任、張穎筠老師、錢梓瑩老師、韓敏賢老師、林潔瑩老師、

劉淑玲老師、潘頴琪老師、沈麗彥老師、黃晴之老師、黃雪甄老師

校長在工作坊活動中接受紀念品 
 特 殊 教 育 及 復 康 服 務 管 治 委 員 會 成 員 譚 麗 轉 女 士   龍婉玲副校長及主管教師馮秀儀代表聯合醫院精神科院

校接受九龍東醫院聯網傑出團隊獎。

獲得九龍東醫院聯網傑出團體獎

  本校學生參加了由敬師運動委員會舉辦的「向老師致敬
2020」特殊學校組繪畫及填色比賽。透過藝術創作，學生不
但能展現才華，更可藉此表達對老師的謝意。學生踴躍參與
是次比賽，其中祝俊希同學及趙沛童同學獲得填色創作比賽
校內賽優異獎，許晗鈺 (中)同學更憑着豐富創意和精湛畫功，
榮獲「繪畫比賽（特殊學校）」優異獎。

「向老師致敬 2020」學生比賽 

第一屆初中數學問答比賽
  「第一屆初中數學問答比賽」於2021年4月24日完滿
結束，比賽過程緊張刺激，參與的同學都積極投入活動。

恭喜以下得奬同學：
冠軍：陳柏希同學
亞軍：劉煒釗同學
季軍：成鎮益同學

獅子會姊妹學校「發掘新一代 KOL」頒獎典禮 

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

香港紅十字會醫院學校承蒙下列善長、機構及其員工於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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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
Mr Kevin Chan 

Marshall Cavendish Education
Royal Hong Kong Yacht Club 
Shell Volunteers - Hong Kong

李兆航先生
曾健華先生
劉智賢先生

江家欣女士
冼漢儀女士
譚蘊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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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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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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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頴賢老師代表本校出席2020-2021年度第四十屆獅子
會姊妹學校計劃支票致贈儀式暨「發掘新一代KOL」比賽頒
獎典禮，代表校方接受支票。

鳴謝 Acknowledgement

(Ms Candy L C Tam, MH)(中)於 2 0 2 1 年 1 月 2 9 日
舉 行 的 L E G O 認 真 玩 創 新 教 學 思 維 工 作 坊 中 送 贈 紀
念 品 予 四 間 香 港 紅 十 字 會 學 校 校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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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