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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明愛培立學校    天保民學校   天主教南華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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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鍾淑嫻校長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於 2013 年 8 月 1 日成立法團

校董會，為加深大家對學校辦學理念的認識，特舉行校

徽設計比賽。 

學校並透過早會、通告等介紹校徽的組成元素及象

徵意義。 

 過程中，學生、家長及教職員熱烈參與及投票。最

終順利選出了得獎作品，並於 7 月提交予法團校董會

審議，待法團校董會決定後，將會向大家公佈新校徽。 

 

早會中以生動形式闡釋 
校徽需具備的元素 

其中一位家長正認真地評賞作品 

教職員把選票 
放入投票箱 

 
聶山曾代表學校參加嚴重 
智障兒童學校聯校運動會 

學生參與校外活動獲得獎項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5-2016) 

                            聶山  
聶山專注地望向 
獲得的獎狀 

 本年3月31日，校長與我們共九位樂仁同工一同到訪青衣聖多默宗徒堂，展開心

靈教育之旅。回想當初知道這「朝聖之旅」，沒想了多久便答應出席。日常繁忙的工

作及進修等，確會使身心靈出現疲乏，因此很希望透過這次「旅程」，讓個人心靈再

一次安靜下來，及檢視在屬靈上的追求，如聖經所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

生命，有甚麼益處呢？』(太16:26)。 

 到達後，沿著聖堂兩側的階梯往上走，即來到聖堂的大門，大門由十六幅銅畫組

成，當中給我最印象深刻的是耶穌誕生、死亡、復活及升天的事跡。由大門兩側進入

主聖堂，面向主聖堂的左方是一玻璃外牆，這設計讓聖堂外的人看到裡面的情況，讓

人感受到該聖堂開放予人接觸的概念。之後更參觀了聖堂內的數件作品及沿階梯下到

小聖堂。最後，我在聖堂的長椅坐下來，靜靜祈禱及思想。 

 離開後，我們到了附近快餐店吃下午茶，過程中，各人均分享了對這次「旅程」

的感受，透過各人真誠的分享，彷彿拉近了彼此間「同事」的距離，這機會確實難能可貴。 

林宙亨老師 

小聖堂擺放了聖多默聖人的聖髑 
鍾校長向本堂主任司鐸陳永超神父 
致謝，背景是紀念耶穌由出生至 
復活升天事跡的十六幅銅畫 

我們在聖水池旁邊留影，背景壁畫
是紀念梅瑟帶領以色列子民穿越紅
海及耶穌受洗的景象  



教員校董-黃麗華老師(華)、替代教員校董-王 德老師(德)、廖姑娘及羅老師(問) 

問：當選後的心情如何？ 

華：心情沒什麼特別，因一直有參與籌辦法團校董的工作，亦有出席教區的校董講座、培訓，
對天主教教育五個核心價值、選舉、章則都了解。 

德：開心，可繼續幫助學校，以替代教員校董的身份，協助參與行政的工作和了解學校的發
展。 

問：可否簡單描述教員校董的工作概況？ 

華、德：主要是事前準備，閱讀會議相關資料、議程，可把疑問、建議記下，以便出席會議
時提出作討論。 

問：配合擔任教員校董這角色上，你們會怎樣裝備自己以勝任此崗位？ 

華：開了第一次會議後，自覺對條例未太掌握，已報讀校董培訓課程以裝備自己。 

德：之前已修讀了校董培訓課程，對角色身份較清晰；在參與過程中學習到營辦一間學校
涉獵範疇甚廣，可有更多了解。 

問：當選快一年時間，個人有什麼得著？ 

華﹕由於本身工作所限，對法律及條例欠缺認識，剛好與會其中一位校董為律師，透過他的
講解，讓我對各項條例認知更多，擴闊視野。 

德﹕學校的運作需要考慮的層面很廣，包括﹕明愛精神、法律條例、財務管理等，當中需要
很多學問，這些都是我工作較少涉獵的範疇。參與法團校董會的工作，讓我了解到條例
推行到在校執行是要經過很多討論，非一朝一夕的事。 

問：過去一年，在擔當教員校董這角色上，有否面對什麼困難？ 

華﹕主要是對條例的認識不多，所以要裝備自己，並於會議前細讀資料，了解議程。 

德﹕最困難應該是掌握與學校運作相關的最新條例及資訊，部份是工作上較少涉獵，當會上
討論時，亦未必能夠完全掌握。 

廖盈珊姑娘  

羅春蘭老師 

 

王 德老師(左一)及黃麗華老師(中)接受 

羅春蘭老師(右一)的訪問 

拍攝家庭照及證件相   19.3.2016 

廖盈珊姑娘 

悠閑小聚-焗西米布甸   7.5.2016 

義工細心地幫家長 
化妝 set頭 

學生影相前都要 扮靚靚 

相片展現溫馨感覺 

這位學生對鏡頭很敏感呢！ 

小廚師做得有板有眼 

影相前先執整一下 

一家人展現「招牌」笑容 

大家仔細量度材料份量 

家長及教職員 齊齊玩、齊齊學 輕鬆做出美味甜品無難度！ 

大家認真地看導師 
(馮嘉麟老師)示範 

看來製成品味道不錯呢! 

義工用盡方法 
吸引學生望鏡頭 

西米布甸見雛形， 
看來離成功不遠了 

今期暉訊編輯小組很高興，邀請到兩位教員校董接受我們 
的專訪，讓大家對今屆教員校董的角色有進一步了解。 



活動剪影 

明愛培立學校到訪 

李文友老師 

 

「學生聆聽故事時，可以培養孩子的語言能力、專注力 」(彭執中,2015)。亦能提高學

生探索不同事物的興趣和認知能力。教師選用的故事題材可循多元化發展，故事內容最好要

提供正面的訊息。例如兒童聖經故事強調好人好事，從而培養學生有良好品德價值觀。 

事實上，我校學生的專注力或觀察力較為短暫，選擇富質感或色彩鮮豔的圖畫書會吸引

他們的專注。教師要考慮故事的篇幅長短，人物或發生的事件最好要生活化，以配合個別學

生的學習經驗，例如以食物或動植物為題材的故事圖畫書，可配合實物，讓學生透過不同的

感官去感受，如：用嗅覺體驗書中食物的香味，用觸覺摸到書中不同類別的植物，讓學生與

故事內容產生共鳴感，進而誘發學生的閱讀興趣。 

另一方面，要選擇適合學生語言能力的圖書，「說故事時的音量、語調、語氣能吸引孩

子目光」(林敏宜,2000) ，對於學習水平處於初階的學生而言，可集中訓練學生對聲音有覺

察反應。家喻戶曉的故事《三隻小豬》其實是不錯的選擇，教師可透過聲音的變化，透過人

聲與動物聲刻意營造不同的聲音，豐富學生在聆聽範疇的學習經驗，且故事篇幅短少，可彈

性因應學生的專注持久力，分段展現故事，教師亦可教導學生一邊看著圖畫或動物的布偶，

獲得視覺、聽覺和觸覺刺激。 

在演繹一些蘊含著“傷感情節”的故事時，教師要留心學生的「眼光、表情、動作反應」 

(林敏宜,2000)。例如《賣火柴的女孩》描述人人都在聖誕節的晚上在家中過聖誕，但令人

傷感的是有一位小女孩為了生活而在街道上受盡飢寒之苦；對認知力較佳的學生而言，感

傷的故事可能會為他們帶來負面的情緒，須因應學生的反應，加以適切輔導。 

參考資料： 

(1)《講故事的魔法—開元故事講堂》(彭執中著；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5) 

(2)《圖畫書的欣賞與應用》(林敏宜著；臺北市：心理，2000) 

以聲調變化及觸感物料提

示學生保持專注 

聆聽故事時亦能接觸書中的

動物布偶 

配合真實的香草，學生同時

可聞到書中的香味 

鐵路安全達人話劇：到校演出 

獅子會—姊妺學校計劃：支票贈送儀式 

感謝獅子會對我校的付出及對學生的關懷， 

學生黃宥程代表學校領受一張別具意義的支票 

學生黃宥程的爸爸、媽媽(後排左一,二)

和兄長(前排左一)全程參與，現場感受

一個溫馨而歡欣的儀式 

地點：沙田鄉議會大樓 

明愛培立學校的師生到課室進行音樂表演， 除獻唱活潑的歌曲，更與班上學生互相認識 

與造型獨特的布偶合照 
專心望向模擬的鐵路車廂 

鍾校長向話劇團代表送上感謝的心意 

天主教南華中學到訪 

天主教南華中學的師生，與學生近距離 

交流，他們預備了新鮮水果，讓學生用 

視、觸、嗅、味等感官去品嚐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的義工用心聆聽教師講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及溝通
模式，在旅行過程能更投入積極地與學生交流，看看義工與學生的表情是多麼
的“合拍”(左圖及中圖) 

春季旅行-校一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 

感謝天保民學校的老師、學生及學生家長，與我校師生互動交流，按照學生的能力及學習需
要，配合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的科目特色，在輕鬆氣氛下認真學習，歡迎你們下次再來 

學生穿梭於古今的時空，別有一番體驗 

活動剪影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聯校活動 
春季旅行-校二 

地點：香港歷史博物館 

地點：香港歷史博物館 

除了哈樂布偶(上排中圖)吸引學生的興趣，導師亦善用不同類型的、富感官
刺激的教材教具，讓學生全方位地享受學習的樂趣 



 本校的專業發展組，為促進教職專業發展，引領同事關注自身成長，深化學 

習型組織的精神，鼓勵全校教職在工作之餘撰寫小文章，以保存、分享和推廣校

本寶貴的經驗。於 14-15學年，開展小論文分享和比賽，由明愛教育部副部長、

校監、服務總主任及校董擔任評委。 

 其中一位評委表示：此活動很有意思，參賽作品水準相當高，經過他們悉心 

評審，季軍由三位教師奪得，暉訊編輯小組按照得獎者姓氏的筆劃多少作為刋登

順序(由筆劃少者開始)，並會於下期的暉訊陸續刋登其他的季軍作品，供大家欣

賞學與教的成果。 

 

最近讀到一雜誌對<趨勢，全球教育大變革>的摘要中提到：全球網路已將個

人緊密連結，不僅提供了更多跨領域學習合作的可能，而且創新的來源，解決問

題的能力，也更依賴團隊合作的力量。告別上一世紀以考試分數排名，激化個人

競爭的孤島式學習，愈來愈多國家，愈來愈多研究都發現，同儕合作學習，是更

有效的學習方式，也更能培養溝通合作的能力。當老師不用再一直講課，而能用

眼睛和耳朵去仔細聆聽每一個孩子的需求，就更能幫助他們的學習(天下雜誌 536

期（2013年教育特刊）)。 

另外，提高個人化、因材施教的學習方面，文章中提到：在兩千五百多年

前，孔子所倡導的因材施教的理想，也因為當前數位科技的演進，有了更多的可

能。可汗學院創辦人薩曼.可汗在『天下雜誌』專訪中，描述這一波學習革命所帶

來的轉變：「以前只有皇家可以請私人家庭教師，弱勢孩子遇到聽不懂的地方，

學習的鴻溝就會不斷累積，現在透過我們的網站，我們可以告訴老師，學生的程

度在哪裡，更個人化的教學成為可能(天下雜誌 536期（2013年教育特刊）)。    

 

反思每一感動的情景都是先和孩子建立了良好的關係，讓他們感到放鬆和

安全，從而使他們能產生溝通的行為，產生積極、主動的影響。活動過程，需

要提供較多的媒介誘導孩童的回應，每次的誘發，都可以觀察他們的反應、他

們的表情、動作；當停止活動時，他們的回應有否改變，他們似乎在告訴我們，

他們是否喜歡我們所做的事情，是否希望我們再重複所做的事情。 

雖然我們的步伐是緩慢的，但我們是用眼睛和耳朵去仔細聆聽每一個孩子

的需求，幫助他們的學習；個別地關顧了孩童的需要，與他們建立關係，為他

們提昇學習效能，以拓展他們的潛能。我們也正邁向全球教育大變革趨勢的過

程中。 

 

參考資料 

許芳菊（2013）。趨勢，全球教育大變革。天下雜誌，536期（2013年教育

特刊），頁 104-112。 

在學前孩童互動學習中遇見的感動  林淑玫老師 



當提到有效的學習時，文章裡面這樣說：當教育的核心從教，移轉到

學，課堂的目標就不應是老師的進度，而在於學生的學習效果(天下雜誌

536 期（2013 年教育特刊）)。無論全球教育大變革趨勢為何、科技的發展

如何，而教育的基本理念：提高孩子們的學習效能、幫助孩子的需求是沒有

改變的。 

筆者所服務的對象，這些住在醫院裡有特殊需要的孩童，屬於多重弱能

兼嚴重智障類別，無論在與人溝通或表達個人需要和感受方面，都有明顯的

障礙；又因肌能的限制，經常要坐在特別椅中，限制了孩童的活動，也減少

與他人溝通的機會；還有因宿舍採取防止感染的措施，限制時間和人數探訪

他們，大大地減少無論他們彼此間，或與外界的接觸。 

那在全球教育大變革趨勢的過程，像這樣的孩童我們如何提高他們的學

習效能，如何幫助他們的表達，滿足他們的需求呢！其實是有的，從小步子

出發，與他們的接觸為起點，建立關係，逐漸拓展他們的潛能。 

自 2013-14 年度開始，在上課的日子裡，幾乎每週多會有一個下午，我

常常會抱著期待、愉悅的心情到醫院的床邊，和這裡的孩童以輕鬆且有趣

的、非語言互動方式，例如眼神接觸、面部表情、觸摸或聲音等等，和他們

建立進行互動的溝通。現藉著文字分享在這溝通學習過程中遇見的感動。 

孩童 A 在開始接觸她時，她是一個常哭、常會將奶嘔吐滿床的孩子，當

他人觸摸時會顯得非常緊張，身體則呈現 S 型來回應。2013 年 9 月到 2014

年 3 月期間斷斷續續地和她接觸，與她建立了關係。當接觸時，她的緊張程

度減少了，會轉頭回應。2014 年 9~12 月重新再接觸她，發現她多能享受互

動的過程。在她耳邊唱歌、呼喚，會轉頭回應。讓她坐在我的腿上，用手支

撐她的頭，和她唱著兒歌、搖擺身軀，她安坐著、不忸怩，還會挪動腳部接

觸我的腳要求活動繼續。她...，露出笑容了。並且在互動的過程中維持十

幾分鐘。她的微笑回應叫我感動了一陣子呢！ 

 

孩童 B 我是 2014 年 4 月第一次接觸她，她是個開心的孩子，無論坐

著、躺著，只要在她旁邊，叫著她的名字、發出古怪的聲音，她都能笑呵呵

的回應。最初，我到達的時候，用一個拍拍床舖的聲音，原本只想引發孩子

的聆聽，這孩子竟然亦拍拍床舖回應，後來，這個動作成了我們交流開始的

訊號。嘗試用帶有光源的物件引導她注視，誘發她伸手向著物件方向。多次

的活動後，一天，她躺在床上，我再用包著紅色玻璃紙的電筒在她面前移

動，她主動地舉出手來，在電筒的方向使勁的揮舞，像似突然看到面前的東

西，她要探索...。我又感動了！ 

這學年才開始接觸孩童 C，她和我都覺得陌生。開始時，我看著她，但

她面貌靦腆。我帶著小玩具和她一起把玩，玩具成了我們溝通建立關係的開

始。玩著玩著，逐漸熟稔了。和我有了目光注視、她的表情也變得從容自

在。之後，照顧者告訴我她需要戴助聽器。第一次，當我拿出放助聽器的容

器時，她摀蓋著耳朵拒絕我。現在她不再拒絕我為她戴助聽器了，她能發出

的聲音亦增多了，她想請人協助時，這孩子都會發出聲音。每次，在預備上

課前的上午，都會去病房看看哪幾個孩童可以上課。一次見到她時，試著和

她揮揮手打招呼，她竟能舉手模仿我的動作。在活動過程中，讓她建立把玩

的規則，當不玩的玩具要放回一容器中，才可以選擇新的玩具。她也逐漸養

成了規律：當我想結束一種把玩玩具，就把空的容器遞上，她會表露捨不得

的臉孔，握著玩具、書等等逐一放進容器中。我們有了溝通，建立了默契，

孩子也了解我的意思了。我因而感動了。 

因著特殊的安排，我們可以有機會接觸孩童 D。為此心裡滿了感恩，我

能多一點機會接觸孩子們。但是，孩童 D 的作息是當我們下午開始個別活動

時，他就開始他的午睡時間。許多時候是看著他，搖著他，他仍安然睡著。

慢慢地，掌握他的習慣，在接觸下，他有了轉頭、微笑回應，亦會睜開眼睛

回應我們的聲音。我和他開始建立了溝通的根基。這樣，我又多了些感動。 

 



當提到有效的學習時，文章裡面這樣說：當教育的核心從教，移轉到

學，課堂的目標就不應是老師的進度，而在於學生的學習效果(天下雜誌

536 期（2013 年教育特刊）)。無論全球教育大變革趨勢為何、科技的發展

如何，而教育的基本理念：提高孩子們的學習效能、幫助孩子的需求是沒有

改變的。 

筆者所服務的對象，這些住在醫院裡有特殊需要的孩童，屬於多重弱能

兼嚴重智障類別，無論在與人溝通或表達個人需要和感受方面，都有明顯的

障礙；又因肌能的限制，經常要坐在特別椅中，限制了孩童的活動，也減少

與他人溝通的機會；還有因宿舍採取防止感染的措施，限制時間和人數探訪

他們，大大地減少無論他們彼此間，或與外界的接觸。 

那在全球教育大變革趨勢的過程，像這樣的孩童我們如何提高他們的學

習效能，如何幫助他們的表達，滿足他們的需求呢！其實是有的，從小步子

出發，與他們的接觸為起點，建立關係，逐漸拓展他們的潛能。 

自 2013-14 年度開始，在上課的日子裡，幾乎每週多會有一個下午，我

常常會抱著期待、愉悅的心情到醫院的床邊，和這裡的孩童以輕鬆且有趣

的、非語言互動方式，例如眼神接觸、面部表情、觸摸或聲音等等，和他們

建立進行互動的溝通。現藉著文字分享在這溝通學習過程中遇見的感動。 

孩童 A 在開始接觸她時，她是一個常哭、常會將奶嘔吐滿床的孩子，當

他人觸摸時會顯得非常緊張，身體則呈現 S 型來回應。2013 年 9 月到 2014

年 3 月期間斷斷續續地和她接觸，與她建立了關係。當接觸時，她的緊張程

度減少了，會轉頭回應。2014 年 9~12 月重新再接觸她，發現她多能享受互

動的過程。在她耳邊唱歌、呼喚，會轉頭回應。讓她坐在我的腿上，用手支

撐她的頭，和她唱著兒歌、搖擺身軀，她安坐著、不忸怩，還會挪動腳部接

觸我的腳要求活動繼續。她...，露出笑容了。並且在互動的過程中維持十

幾分鐘。她的微笑回應叫我感動了一陣子呢！ 

 

孩童 B 我是 2014 年 4 月第一次接觸她，她是個開心的孩子，無論坐

著、躺著，只要在她旁邊，叫著她的名字、發出古怪的聲音，她都能笑呵呵

的回應。最初，我到達的時候，用一個拍拍床舖的聲音，原本只想引發孩子

的聆聽，這孩子竟然亦拍拍床舖回應，後來，這個動作成了我們交流開始的

訊號。嘗試用帶有光源的物件引導她注視，誘發她伸手向著物件方向。多次

的活動後，一天，她躺在床上，我再用包著紅色玻璃紙的電筒在她面前移

動，她主動地舉出手來，在電筒的方向使勁的揮舞，像似突然看到面前的東

西，她要探索...。我又感動了！ 

這學年才開始接觸孩童 C，她和我都覺得陌生。開始時，我看著她，但

她面貌靦腆。我帶著小玩具和她一起把玩，玩具成了我們溝通建立關係的開

始。玩著玩著，逐漸熟稔了。和我有了目光注視、她的表情也變得從容自

在。之後，照顧者告訴我她需要戴助聽器。第一次，當我拿出放助聽器的容

器時，她摀蓋著耳朵拒絕我。現在她不再拒絕我為她戴助聽器了，她能發出

的聲音亦增多了，她想請人協助時，這孩子都會發出聲音。每次，在預備上

課前的上午，都會去病房看看哪幾個孩童可以上課。一次見到她時，試著和

她揮揮手打招呼，她竟能舉手模仿我的動作。在活動過程中，讓她建立把玩

的規則，當不玩的玩具要放回一容器中，才可以選擇新的玩具。她也逐漸養

成了規律：當我想結束一種把玩玩具，就把空的容器遞上，她會表露捨不得

的臉孔，握著玩具、書等等逐一放進容器中。我們有了溝通，建立了默契，

孩子也了解我的意思了。我因而感動了。 

因著特殊的安排，我們可以有機會接觸孩童 D。為此心裡滿了感恩，我

能多一點機會接觸孩子們。但是，孩童 D 的作息是當我們下午開始個別活動

時，他就開始他的午睡時間。許多時候是看著他，搖著他，他仍安然睡著。

慢慢地，掌握他的習慣，在接觸下，他有了轉頭、微笑回應，亦會睜開眼睛

回應我們的聲音。我和他開始建立了溝通的根基。這樣，我又多了些感動。 

 



 本校的專業發展組，為促進教職專業發展，引領同事關注自身成長，深化學 

習型組織的精神，鼓勵全校教職在工作之餘撰寫小文章，以保存、分享和推廣校

本寶貴的經驗。於 14-15學年，開展小論文分享和比賽，由明愛教育部副部長、

校監、服務總主任及校董擔任評委。 

 其中一位評委表示：此活動很有意思，參賽作品水準相當高，經過他們悉心 

評審，季軍由三位教師奪得，暉訊編輯小組按照得獎者姓氏的筆劃多少作為刋登

順序(由筆劃少者開始)，並會於下期的暉訊陸續刋登其他的季軍作品，供大家欣

賞學與教的成果。 

 

最近讀到一雜誌對<趨勢，全球教育大變革>的摘要中提到：全球網路已將個

人緊密連結，不僅提供了更多跨領域學習合作的可能，而且創新的來源，解決問

題的能力，也更依賴團隊合作的力量。告別上一世紀以考試分數排名，激化個人

競爭的孤島式學習，愈來愈多國家，愈來愈多研究都發現，同儕合作學習，是更

有效的學習方式，也更能培養溝通合作的能力。當老師不用再一直講課，而能用

眼睛和耳朵去仔細聆聽每一個孩子的需求，就更能幫助他們的學習(天下雜誌 536

期（2013年教育特刊）)。 

另外，提高個人化、因材施教的學習方面，文章中提到：在兩千五百多年

前，孔子所倡導的因材施教的理想，也因為當前數位科技的演進，有了更多的可

能。可汗學院創辦人薩曼.可汗在『天下雜誌』專訪中，描述這一波學習革命所帶

來的轉變：「以前只有皇家可以請私人家庭教師，弱勢孩子遇到聽不懂的地方，

學習的鴻溝就會不斷累積，現在透過我們的網站，我們可以告訴老師，學生的程

度在哪裡，更個人化的教學成為可能(天下雜誌 536期（2013年教育特刊）)。    

 

反思每一感動的情景都是先和孩子建立了良好的關係，讓他們感到放鬆和

安全，從而使他們能產生溝通的行為，產生積極、主動的影響。活動過程，需

要提供較多的媒介誘導孩童的回應，每次的誘發，都可以觀察他們的反應、他

們的表情、動作；當停止活動時，他們的回應有否改變，他們似乎在告訴我們，

他們是否喜歡我們所做的事情，是否希望我們再重複所做的事情。 

雖然我們的步伐是緩慢的，但我們是用眼睛和耳朵去仔細聆聽每一個孩子

的需求，幫助他們的學習；個別地關顧了孩童的需要，與他們建立關係，為他

們提昇學習效能，以拓展他們的潛能。我們也正邁向全球教育大變革趨勢的過

程中。 

 

參考資料 

許芳菊（2013）。趨勢，全球教育大變革。天下雜誌，536期（2013年教育

特刊），頁 104-112。 

在學前孩童互動學習中遇見的感動  林淑玫老師 



活動剪影 

明愛培立學校到訪 

李文友老師 

 

「學生聆聽故事時，可以培養孩子的語言能力、專注力 」(彭執中,2015)。亦能提高學

生探索不同事物的興趣和認知能力。教師選用的故事題材可循多元化發展，故事內容最好要

提供正面的訊息。例如兒童聖經故事強調好人好事，從而培養學生有良好品德價值觀。 

事實上，我校學生的專注力或觀察力較為短暫，選擇富質感或色彩鮮豔的圖畫書會吸引

他們的專注。教師要考慮故事的篇幅長短，人物或發生的事件最好要生活化，以配合個別學

生的學習經驗，例如以食物或動植物為題材的故事圖畫書，可配合實物，讓學生透過不同的

感官去感受，如：用嗅覺體驗書中食物的香味，用觸覺摸到書中不同類別的植物，讓學生與

故事內容產生共鳴感，進而誘發學生的閱讀興趣。 

另一方面，要選擇適合學生語言能力的圖書，「說故事時的音量、語調、語氣能吸引孩

子目光」(林敏宜,2000) ，對於學習水平處於初階的學生而言，可集中訓練學生對聲音有覺

察反應。家喻戶曉的故事《三隻小豬》其實是不錯的選擇，教師可透過聲音的變化，透過人

聲與動物聲刻意營造不同的聲音，豐富學生在聆聽範疇的學習經驗，且故事篇幅短少，可彈

性因應學生的專注持久力，分段展現故事，教師亦可教導學生一邊看著圖畫或動物的布偶，

獲得視覺、聽覺和觸覺刺激。 

在演繹一些蘊含著“傷感情節”的故事時，教師要留心學生的「眼光、表情、動作反應」 

(林敏宜,2000)。例如《賣火柴的女孩》描述人人都在聖誕節的晚上在家中過聖誕，但令人

傷感的是有一位小女孩為了生活而在街道上受盡飢寒之苦；對認知力較佳的學生而言，感

傷的故事可能會為他們帶來負面的情緒，須因應學生的反應，加以適切輔導。 

參考資料： 

(1)《講故事的魔法—開元故事講堂》(彭執中著；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5) 

(2)《圖畫書的欣賞與應用》(林敏宜著；臺北市：心理，2000) 

以聲調變化及觸感物料提

示學生保持專注 

聆聽故事時亦能接觸書中的

動物布偶 

配合真實的香草，學生同時

可聞到書中的香味 

鐵路安全達人話劇：到校演出 

獅子會—姊妺學校計劃：支票贈送儀式 

感謝獅子會對我校的付出及對學生的關懷， 

學生黃宥程代表學校領受一張別具意義的支票 

學生黃宥程的爸爸、媽媽(後排左一,二)

和兄長(前排左一)全程參與，現場感受

一個溫馨而歡欣的儀式 

地點：沙田鄉議會大樓 

明愛培立學校的師生到課室進行音樂表演， 除獻唱活潑的歌曲，更與班上學生互相認識 

與造型獨特的布偶合照 
專心望向模擬的鐵路車廂 

鍾校長向話劇團代表送上感謝的心意 

天主教南華中學到訪 

天主教南華中學的師生，與學生近距離 

交流，他們預備了新鮮水果，讓學生用 

視、觸、嗅、味等感官去品嚐 



教員校董-黃麗華老師(華)、替代教員校董-王 德老師(德)、廖姑娘及羅老師(問) 

問：當選後的心情如何？ 

華：心情沒什麼特別，因一直有參與籌辦法團校董的工作，亦有出席教區的校董講座、培訓，
對天主教教育五個核心價值、選舉、章則都了解。 

德：開心，可繼續幫助學校，以替代教員校董的身份，協助參與行政的工作和了解學校的發
展。 

問：可否簡單描述教員校董的工作概況？ 

華、德：主要是事前準備，閱讀會議相關資料、議程，可把疑問、建議記下，以便出席會議
時提出作討論。 

問：配合擔任教員校董這角色上，你們會怎樣裝備自己以勝任此崗位？ 

華：開了第一次會議後，自覺對條例未太掌握，已報讀校董培訓課程以裝備自己。 

德：之前已修讀了校董培訓課程，對角色身份較清晰；在參與過程中學習到營辦一間學校
涉獵範疇甚廣，可有更多了解。 

問：當選快一年時間，個人有什麼得著？ 

華﹕由於本身工作所限，對法律及條例欠缺認識，剛好與會其中一位校董為律師，透過他的
講解，讓我對各項條例認知更多，擴闊視野。 

德﹕學校的運作需要考慮的層面很廣，包括﹕明愛精神、法律條例、財務管理等，當中需要
很多學問，這些都是我工作較少涉獵的範疇。參與法團校董會的工作，讓我了解到條例
推行到在校執行是要經過很多討論，非一朝一夕的事。 

問：過去一年，在擔當教員校董這角色上，有否面對什麼困難？ 

華﹕主要是對條例的認識不多，所以要裝備自己，並於會議前細讀資料，了解議程。 

德﹕最困難應該是掌握與學校運作相關的最新條例及資訊，部份是工作上較少涉獵，當會上
討論時，亦未必能夠完全掌握。 

廖盈珊姑娘  

羅春蘭老師 

 

王 德老師(左一)及黃麗華老師(中)接受 

羅春蘭老師(右一)的訪問 

拍攝家庭照及證件相   19.3.2016 

廖盈珊姑娘 

悠閑小聚-焗西米布甸   7.5.2016 

義工細心地幫家長 
化妝 set頭 

學生影相前都要 扮靚靚 

相片展現溫馨感覺 

這位學生對鏡頭很敏感呢！ 

小廚師做得有板有眼 

影相前先執整一下 

一家人展現「招牌」笑容 

大家仔細量度材料份量 

家長及教職員 齊齊玩、齊齊學 輕鬆做出美味甜品無難度！ 

大家認真地看導師 
(馮嘉麟老師)示範 

看來製成品味道不錯呢! 

義工用盡方法 
吸引學生望鏡頭 

西米布甸見雛形， 
看來離成功不遠了 

今期暉訊編輯小組很高興，邀請到兩位教員校董接受我們 
的專訪，讓大家對今屆教員校董的角色有進一步了解。 



暉訊 

編輯小組   

焦葵子 廖盈珊  

羅春蘭 施慧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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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以下機構及人士對我們學生的 

 付出與關懷：   (排名不分先後) 

  明愛醫院兒童發展復康部     

  香港壽臣山獅子會       

  天主教香港教區執事團體    聖雅各福群會「愛心攝影服務」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明愛培立學校    天保民學校   天主教南華中學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 (L.E.A.P.)      

  港鐵暨香港話劇團(鐵路安全達人巡迴演出)  

   黃婉琪女士     胡月攜女士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鍾淑嫻校長 

 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於 2013 年 8 月 1 日成立法團

校董會，為加深大家對學校辦學理念的認識，特舉行校

徽設計比賽。 

學校並透過早會、通告等介紹校徽的組成元素及象

徵意義。 

 過程中，學生、家長及教職員熱烈參與及投票。最

終順利選出了得獎作品，並於 7 月提交予法團校董會

審議，待法團校董會決定後，將會向大家公佈新校徽。 

 

早會中以生動形式闡釋 
校徽需具備的元素 

其中一位家長正認真地評賞作品 

教職員把選票 
放入投票箱 

 
聶山曾代表學校參加嚴重 
智障兒童學校聯校運動會 

學生參與校外活動獲得獎項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5-2016) 

                            聶山  
聶山專注地望向 
獲得的獎狀 

 本年3月31日，校長與我們共九位樂仁同工一同到訪青衣聖多默宗徒堂，展開心

靈教育之旅。回想當初知道這「朝聖之旅」，沒想了多久便答應出席。日常繁忙的工

作及進修等，確會使身心靈出現疲乏，因此很希望透過這次「旅程」，讓個人心靈再

一次安靜下來，及檢視在屬靈上的追求，如聖經所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

生命，有甚麼益處呢？』(太16:26)。 

 到達後，沿著聖堂兩側的階梯往上走，即來到聖堂的大門，大門由十六幅銅畫組

成，當中給我最印象深刻的是耶穌誕生、死亡、復活及升天的事跡。由大門兩側進入

主聖堂，面向主聖堂的左方是一玻璃外牆，這設計讓聖堂外的人看到裡面的情況，讓

人感受到該聖堂開放予人接觸的概念。之後更參觀了聖堂內的數件作品及沿階梯下到

小聖堂。最後，我在聖堂的長椅坐下來，靜靜祈禱及思想。 

 離開後，我們到了附近快餐店吃下午茶，過程中，各人均分享了對這次「旅程」

的感受，透過各人真誠的分享，彷彿拉近了彼此間「同事」的距離，這機會確實難能可貴。 

林宙亨老師 

小聖堂擺放了聖多默聖人的聖髑 
鍾校長向本堂主任司鐸陳永超神父 
致謝，背景是紀念耶穌由出生至 
復活升天事跡的十六幅銅畫 

我們在聖水池旁邊留影，背景壁畫
是紀念梅瑟帶領以色列子民穿越紅
海及耶穌受洗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