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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 年度中六班畢業典禮

派發香港再出發防疫包

德育承擔課

手工班

飛鏢班

舞獅班

雜耍班

魔術班

非華語小一適應暑期班

啦啦隊舞班

認識中華文化日

懲教社教育基金成員
探訪本校學生

2021
年

6月

2021 年

7 月

箴言，意即規勸和教導之言。因此，箴言裡不乏來自前人對生活的觀察和洞悉後的雋語及經驗之談。聖經裡也有箴言，在聖經裡不同

之書寫體裁當中，屬智慧文學一類。其中內容，也不乏為讀者帶來教導的智慧之言。這種傳承，對從事教育工作者來說，的確是

很好的提醒：我們也當為學生帶來生命的智慧、技能及素養。

　　聖經裡箴言的內容繁多豐富，實難一言以蔽之。其中一項，著重觀察，點出藉著觀察，帶來學習。箴言 6 章，論及觀察螞蟻。箴言主張，

從觀察螞蟻可得智慧。內容謂：螞蟻沒有元帥，沒有官長，沒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預備食物，在收割時聚斂糧食。人從螞蟻的動靜得到啟發，

勤奮工作及未雨綢繆，生命方能踏實豐盛。

　　螞蟻向來在人類目光之中，好像是微不足道之物，甚至為人帶來不便。甚因此有人見之，心感厭惡。但箴言反而強調鼓勵人類，欣賞螞蟻，

向螞蟻學習。由此可見，神之創作，極其偉大。世上之物，皆有其美。萬物不同，但大多皆有可欣賞和可供塑造之處。我們的學生也是如此。

我們的學生，值得欣賞之處甚多，喜與各位家長分享。早前有幼兒中心家長訪校，學生為訪客表演，盡皆精彩，得到不少掌聲。他們當日的

表演，實比本人以說話介紹學校，更具說服力。我們的學生在學習上，須面對難處不少，但大多都願意努力付出，在鼓勵下勇於嘗試。我常

提及，學生縱使習得自行吃飯、安靜列隊、對人以禮相稱、能夠愛護公物等等好像是微不足道之成果，也是難得，也值得我們欣賞。從欣賞

開始，彼此之間的鼓勵、體諒和了解，就隨之而來。從欣賞開始，彼此也可享受親子關係的建立。多對身邊人和事作出欣賞讚揚，更不失為

正面的生命取向。

　　所以，今日我誠意向家長提問：「你們今日讚賞了你的孩子沒有？」「你們近日有沒有從孩子身上看到進步？」「你們今日是否願意花

時間陪孩子談天？嘗試聽聽他們的說話、尋覓可使人欣喜的事情。」生活未必盡如人意，但艱難當中，每多學習。我們相信孩子可進步，可

學習。近日本校已獲教育局批示，可以把舊有社工室改建成日後的職業治療室，期望讓學生日後可以有此

方面，有更好的學習和發揮。在願景上也配合學生生涯規劃上職業技能的發展需要。願天父保守帶領我們

的學校，繼續栽培我們的孩子，茁壯成長。謝謝大家。

學學習習欣欣賞賞，，享享受受欣欣賞賞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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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 年度新生適應班

耆青互助會捐贈口罩

環保再造活動

小學部週會

路同行之家長活動
(流體畫製作體驗 ) 動物醫生探訪活動

自閉輔導組家長會 香港協康會幼兒中心家長到訪 香港耀能協會及保良局蘇屋
兒童發展中心幼兒家長訪校

HKSAPID2021 足球選拔活動

畢業生王婷莛回校探訪

第二十三屆家長教職員聯會理事就職典禮

第四十五屆香港特殊奧運會滾球比賽

普及體操活動 環保竹藝活動

保齡球選拔賽

校運會

家教會「路同行」家長活動 - 
皮革製作

中秋節慶祝活動

國慶升旗禮

2021 年

8 月

2021
年

9月

2021 年

10月

2021
年

11月

專題
介紹

高中學
部的

高中學
部的

其他學
習經歷

其他學
習經歷



級別 服務對象

中四 小朋友

中五 長者

中六
從社會服務認識
生命的價值

中秋節慶祝活動

專題
介紹

高中學
部的

高中學
部的

其他學
習經歷

其他學
習經歷 本校高中學部的其他學習經歷

(OLE)，主要是以體驗式學習

為主，校方安排學生參與不同的體驗活動、

探訪及嘉賓分享等，從中獲取相關的知識及作

自我反思。

藉著教育局於本學年 (2021-22) 優化高中核心

科目的課堂時數，本校把釋放出的時數投放

在其他學習經歷中的社會服務、藝術發

展及體育發展 3 個學習範疇中，

並革新有關內容。

社會服務範疇社會服務範疇

藝術發展及體育發展範疇藝術發展及體育發展範疇

本年度增設了社會服務課節，讓不同級別的高中班學生學習與服務

對象相處的技巧及初步認識相關職業範疇內的工作重點。

為配合學生的全人發展，本校將藝術發展及體育發展兩個學習範疇劃分為音樂發展、體育發展及視藝發展三個

項目，而每一個項目所學習的內容與選修科所學習的內容有所不同，藉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再者，在各發

展項目均會聘請專業導師到校教授學生專業知識及技能。

在該學習範疇中，學生透過

探訪不同的服務對象、工作

坊、體驗活動及嘉賓分享等，

從而學會 ( 一 ) 尊重自己、尊

重別人；( 二 ) 明白愛人如己

的重要性；( 三 ) 珍惜現在所

擁有的一切，積極面對人生。

社會服務 - 處理情緒技巧

社會服務 - 認識長者 預備禮物送給長者

社會服務 - 認識小朋友的情緒

藝術發展 - 和諧粉彩 (群體 )

音樂發展 - 課堂

體育發展 - 躲避盤體育發展 - 躲避盤 ( 群體 )

藝術發展 -
和諧粉彩(個人)

藝術發展 -
花藝

(OL
E)

(OL
E)



感想
義工活動這是我首次在特殊學校進行義

工服務 ，難免擔心自己能否與

同學好好溝通。體 驗過中五生

暑期服務後，發現特殊學生並不

是想像中頑皮和棘手，反而比主

流學生更主動表達自己、與人傾

談。 在小一適應課程中，同學們

的活潑可愛更是令我投入當中。

錢同學

今年暑假，在朋友母親的推
薦下，有幸到 貴校做義工。
雖然只有短短數天，但在與
非華語小朋友和特殊學生相
處的期間，讓我變得更有耐
心，及體會到幫助別人的喜
悅。這次義工亦提供機會，讓
我去接觸不同人士，增加了
我對社會不同社群的認知。

關同學

這次是我第一次在學校做義工，雖然待在這裡的時間很短暫，但卻留下很多美好的回憶。一開始我是負責照顧中學部的同學，起初我擔心他們會很安靜，但相處後發現大家都很活潑開朗，有些還會主動找我聊天，因此每次離開都讓我十分期待下次的到來。除此之外，我也很高興可以輔助升小一的小朋友上課。由於他們年紀較小，所以有時會不留心或是鬧脾氣，讓我手足無措，但正因如此我也變得更有耐心，在他們耳邊重複老師的指示和安撫他們，當他們能完成作業和冷靜下來時，我更是感到非常欣慰。這次的義工讓我獲益良多，不但令我改觀，還令我學習到更多和小朋友的相處之道。

陳同學

首先，我很感恩這次活動讓

我有機 會到 特 殊 學 校接 觸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非華語學

生。在活動過程中，我學到了

如何與學生溝通，雖然他們

的理解能力比較弱，但是只

要我們耐心和重複地跟他們

解釋，他們便會慢慢地理解。

我希望以後有機會再到學校

做義工！                                                                                     

方同學

在學生的暑期服務中，學生們

都十分 投入，在雜耍和擲飛

鏢的活動中展現了不屈不撓

的精神，值得欣賞。而在小一

適應課程中，學生們都非常熱

情並主動參與課堂上的活動。

這次體驗讓我明白特殊學生

也有自己的長處，並且訓練了

我的 耐性和觀察力。感謝學

校給我這個寶貴的經驗。  

周同學

Through this volunteering program, I learned 

the impor t ance of empathy and respect . 

I t  was cha l leng ing to have s tudents wi th 

dif ferent backgrounds and learning abilit ies 

in the same classroom. Sometimes, we have 

to be creative in order to keep the students 

focused and engaged, like by encouraging and 

celebrating all their small accomplishments. 

I realized how mutual understanding could 

facilitate an inclusive and ef fe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 Also, the student’s optimism 

and curiosity always brightened up my day. 

These six weeks were rewarding to me, and I 

hope to meet them again!

Yoyo hui

在義工教導後，
非華語學生可自
行完成作業

非華語學生
小一適應班

非華語學生
小一適應課程

雜耍活動

擲飛鏢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