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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情況複雜個案飲食研究室

研究室顧問團
梁雅琳女士  羅詩浩先生  陳潔儀女士  謝潔玲女士

　　2018 年 2 月 5 日，立春後的第一天，氣温只有攝氏 8 度，Hilda Leung ( 梁雅琳 )、Chef Mike ( 羅詩浩 ) 、

Joyce Chan( 陳潔儀 )、Kitty Tse( 謝潔玲 ) 一眾不辭勞苦，從長沙灣地鐵站跑到座落在明愛醫院山坡上的明愛賽

馬會樂仁學校 ( 下文將簡稱為「樂仁」)。

　　他們都是「醫療情況複雜個案飲食研究室」(Complex Medical Case Food Lab) 的計劃顧問，這個剛開展的計

劃簡稱「CMC Food Lab」，CMC 是 Complex Medical Case 的縮寫，亦是明愛醫院的簡寫，「樂仁」所有學生都

是 CMC，一般有吞嚥困難，須採用流質飲食或使用鼻胃喉或胃造口進食。為照顧這些長期住院的子女，部分家

長日以繼夜在游走病房和學校，擔任全職照顧者，沒有假期，沒有薪金，沒有職位，除了孤軍作戰、身心疲累外，

還沒有機會發揮才華，深感可惜，Care for Carers ( 關愛照顧者 ) 是學校該走的路向。

　　一邊廂，看見學校可使用的空間很多；另一邊廂，看見一些家長每天非常用心為 CMC 子女和學生製作合

適的飲食。可否善用這些空間，讓家長放鬆心情、建立支援網絡和釋放潛能呢 ? 這個問題激發了我構思「CMC 

Food Lab」計劃，期望在專業廚師的培訓下，以「Train the trainer」的概念，使家長成為 CMC 飲食高手，懂得

研製專為 CMC 而設的食譜，擔任「CMC Food Lab」營運經理、推廣經理及服務大使，在社區中推廣健康飲食，

到護理院舍和特殊學校分享專為 CMC 而設的食譜，一同幫助有需要的人，享受飲食帶來的樂趣，體會食物如何

聯繫人，達致心連心的關愛社會。

　　很感恩，香港是一個充滿愛心的地方。這項計劃最大的挑戰是要尋覓適合的專業廚師；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陳

潔儀總幹事介紹我認識法國廚師會專業廚藝導師 Chef Mike，Mike 不單止擔任本計劃的義務顧問，還鼓勵她的徒

弟 Hilda Leung 成為計劃的顧問和研習班導師。Hilda 是 Flavor Mart 優質食材及用品店創辦人、電視節目主持人、

食譜作者，致力推廣健康飲食；而我在一個進修課堂認識的註冊社工謝潔儀女士亦為計劃提供大力度的貼身幫

助。感謝這群充滿愛心、智慧和創意的計劃顧問，毫不計較地「以愛服務、締造希望」。香港真是充滿很多有愛

心的人，下一期的《暉訊》將會介紹前藝人鍾麗淇女士如何為家長們送上「不一樣的瑜珈班」。

校長視窗



壯志驕陽顯奇蹟
平等學習顯公義

　　吳婉宜老師

　　聽到「壯志驕陽」四字，你想起的是什麼？

　　想起的是張學友，是ＭＴＶ中的飛機、日出日落……

　　由 2018 年 2 月開始，「壯志驕陽」對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 ( 下文將簡稱為樂仁 ) 師生而

言，有了一個新的涵意。

　　洪安娜同學獲社會福利署及東華三院頒發「壯志驕陽 2018 最佳成就獎」，突破了她自

幼被評估為嚴重智障、嚴重傷殘、聽力接近失聰及「不能發展語言能力」的兒童，把「不可能」

變成「可能」。

　　安娜雖然是位孤兒，但上天派遣了兩位護士與安娜特別投緣，對安娜呵護備至，更成為

她的契媽。安娜其後搬進了明愛醫院兒童發展復康部，由醫護人員悉心照顧。兩位契媽經常

來探望她，帶她出外活動或到驗耳中心檢查，為她的生活增添不少愛與關懷。正如安娜的專

責護士李姑娘所言，要給予她自由、讓她去探索四周。於是當樂仁教職員到醫院時，看到的

是安娜像普通小孩子般，扶著病房內不同的傢俱學習步行。安娜還會常常望著正在排隊等電

梯回校的哥哥姐姐，似乎她都很想一起上學去。



平等學習顯公義

　　2016 年 9 月，六歲的安娜可以入學了。

　　安娜喜歡與人接觸、樂於嘗試、勇於挑戰。永不言敗的她，配合著教職員的指導，

在樂仁學校愉快學習。初時，安娜會緊緊地握著教職員的手步行，現時她可以自己步行、

單手握著扶手上落樓梯（當然教職員需在旁隨時提供協助）。雖然安娜是嚴重聽障，但

她已學會了使用相片表達基本的需要，例如吃飯、飲水、選取玩具等。此外，安娜也會

以手勢與人打招呼表示早晨、拜拜、謝謝等。安娜的兩位契媽也有到校陪伴安娜參與課

外活動如：參觀沙田文化博物館、迪士尼樂園等。

　　安娜的監護人黃永輝先生（社會福利署長沙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不時到校及

醫院探望她，關心她的生活狀況。黃先生看到了安娜燦爛的笑容、持續的進步，在 2017

年 12 月提名安娜參與「壯志驕陽」，安娜亦不負眾望榮獲「最佳成就獎」。這個獎項不

單是安娜的榮耀，也鼓舞著明愛醫院兒童發展復康部及樂仁學校的同工。

　　更重要的是，小小的安娜手持獎狀自信地公告天下：嚴重智障學童也能秉持永不放

棄的精神，創建生命的奇蹟！在驕陽之中，樂仁學生們都擁有雄心壯志、邁向驕陽！壯

志驕陽是屬於每一位樂仁學生的！



第十三屆聯校運動會

聖誕聯歡夜

班際運動會

德貞女子中學到校探訪學生

得獎的學生 學生們都盡力地參與比賽

德貞女子中學的學生和教職員，為學生獻唱聖詩及送上祝福、禮品

穿上華麗舞衣的演員，
與學生近距離接觸，十分高興

學生在教職員的鼓勵下，
積極參與比賽

學生們與聖誕老人打招呼，
真開心

演員在歌劇中與學生交流

健兒們協助一起傳聖火

活動剪影
平等學習顯公義



周末狂熱

年宵活動

粵劇互動劇場

為未能外出的學生，以另類的
方式接觸大自然

看到學生對活動的投入和專注，粵劇演員也禁不住要教他們耍把戲

藉著 12 生肖賀年活動增加學生對
中國文化的興趣

新年當然要認識如何製作蘿蔔糕

新年穿新衣，
同學都要來裝扮一下

平等學習顯公義



明愛樂恩學校到校探訪學生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到訪探訪學生

明愛樂恩學校為學生準備
精彩的表演和別緻的禮物

協和書院的師生們除了為學生表演外，
還充當小助教，與學生一同上課

平等學習顯公義



STEM 教育於樂仁 ( 上 )
孜孜不倦樂仁仁

利用自製的繪畫機械人進行塗鴉

運用眼動儀操縱電腦玩遊戲

頭部控制紅色鍵開關，聆聽收音機

　　曾鳳儀老師

　　2015 年及 2016 年的《施政報告》提出推動 STEM 教育，以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提升

他們的創造、協作和解決問題能力，以發展學生的潛能。2016 年政府發放津貼，用於更新

相關的課程；豐富學生的學習活動；提供合適的學與教資源及加強教師的專業發展，以加強

支援學校推動校本 STEM 教育。

　　由於本校學生的能力較薄弱，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學生，對外界刺激有較固定而持續

的反應，只有部分學生能主動作探索，對事物出現喜惡或是選擇的表達。再者他們因不同的

肢體殘障，而局限了他們的活動能力。本校 STEM 學習是著重學生從參與的過程中去經驗或

體會 STEM 的概念，故 STEM 教育於樂仁的目的：

1. 透過適合學生的科技器材，補助他們功能性的障礙，為他們創建無障礙的學習環境，提升

學習興趣、動機及激發溝通意欲。

2. 讓學生能應用輔助器材於日常生活上，從而減少對人的依賴，建立自信心面對挑戰。

3. 能進一步優化學生的生活質素，例如在閒暇時，學生利用眼動儀，藉著眼球控制電腦玩遊

戲，從而提升他們生活的趣味。

4.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和團隊合作精神，從而提升教學質素及學生學習效能。



孜孜不倦樂仁仁

由職業治療助理教授基礎電子概念，教師及助教實踐所學，嘗試製作教具

與學生進行腦波反應初試 腦波數據紀錄

　　在教學資源方面：學校增添輕觸式電子白板，讓學生有更大的畫面作注視，於近距離自行

操控白板畫面。購買了 3D 食物打印機，小型機械人等……讓學生可接觸到不同的科技產品。

為教師提供不同的培訓，例如 Paper Circuit 教具製作、Hologram 工作坊等，令教職員團隊可

運用不同的輔具加強學生的學習。

　　由於學生主要為嚴重智障學童，我們就著多元感官學習作研習，研究對極重度多重障礙

(PMLD) 學生而言，哪類的刺激物最有效？因此，我們正準備建立腦電波研習室 ( 安排設置相關

科學儀器及配套設施，如腦電波帶及分析軟件等 )，以視、聽、觸、嗅覺四方面的刺激，為個

別學生進行測試，從擷取個人反應，比較他們學習前後的表現，從而協助教師調適教學策略，

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總括來言，學校希望透過推動 STEM 教育，一方面提升教師專業發展及團隊合作，另一方

面為不同能力的學生提供適宜的輔助器材 / 教具，從而提升學生學習效能，讓學生能獲得全人

發展，盡展個人獨特的潛能。

　　除了教育局的 STEM 計劃外，本校亦同時參加了滙豐 150 週年慈善計劃—特殊學習需要學

童智能機械人教育方案 (Robot4SEN) 計劃，將於下一期暉訊作介紹，請大家密切留意 !

 *STEM 是代表科學 (Science) 、科技 (Technology) 、工程 (Engineering) 及數學 (Mathematics) 各英文譯寫的
首字母縮略詞。在香港現行課程中，STEM 教育是透過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推動。

」



家長齊參與
最美的愛

劉美珊老師介紹音樂科活動

家長及教職員參與播種，
期待新春聚餐品嚐甜美的蘿蔔

聖雅各福群會「和聲合唱團」及「鼓動人
生」帶領學生及家長一同參與音樂活動

校長嘉許積極參與學生學習的家長

享受親子共聚的時刻

美景當前，當然要合照留念啦

學生家庭投入參與親子遊戲

學生與家人一同漫步海濱長廊

家長日 2017.12.9

　　2017/18 上學期的家長日以音樂科活動為主題，讓家長體驗與子女一同參與音樂活動，
從而認識子女的能力，於課餘時間與子女一同享受音樂。

　　另外，當日亦舉行了家教會家長幹事補選，恭喜梅雅棋女士 ( 梁峻源家長 ) 當選成為家
長幹事一員。

烏溪沙親子旅行 2018.1.21

　　親子旅行當日，學生家庭除了暢遊烏溪沙青年新村及烏溪沙海濱長廊外，更透過親子遊
戲展現家庭成員間的愛和關懷 ; 團體遊戲讓家庭間彼此認識和互動，相信學生及家人都共度
了一個愉快的假日。



預備材料很考刀功呢

導師梁雅琳女士示範烹調技巧 參加者認真聆聽導師的講解

校長也大顯身手

最美的愛

賀年食品製作班 2018.2.5

　　農曆新年前，學校邀請著名烹飪導師梁雅琳女士擔任「CMC Food Lab」顧問，到校教
授家長及教職員製作蘿蔔糕。經過導師的專業指導，大家在輕鬆的氣氛下都成功製作出色
香味俱全的蘿蔔糕，很有滿足感。家長們在烹飪課堂的翌日更擔任學生新春活動主持，應
用所學，為學生們帶來無限驚喜，活動相當有意思。

汪媽媽分享會 2018.3.6

　　照顧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對家長而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和困
難非外人所理解。從台灣到港的汪媽媽，一家人到校探訪學生，為家長丶教職員分享自己
照顧女兒的心路歷程，彼此互勉和交流，汪媽媽的正向態度為家長加把勁！

汪媽媽帶同自己的著作與家長教職員分享，教曉我們什麼叫做
「原諒別人」和「永不放棄」

親切的汪爸爸與學生真情的交往汪媽媽到校探訪學生



嘉賓即場採摘園圃的蘿蔔，於聚餐享用
家長送贈水晶拼貼畫給學校

家長、學生及教職員聚首一堂，熱鬧非常

校方與明愛醫院醫護團隊大合照

嘉賓被學生精彩的魔術表演吸引著

新春聚餐 2018.3.9

　　一年一度的新春聚餐，學校各持份者、合作伙伴及離校生家庭像家人般聚首一堂，共聚
一個溫馨愉快的晚上。除了享用美食、遊戲及抽獎環節外，透過欣賞學生的精彩表演及品嚐
樂仁園圃出產的蘿蔔及油麥茶，讓參加者一同分享師生及家長共同努力的成果。

最美的愛



最美的愛

上天給我的禮物

竟良媽媽

　　一個家庭原本因着有新成員的加入充滿着緊張和喜悅，為新生命的到來作好準備，我作

為新手的母親當然也不例外。

　　在孩子出生後得悉他為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每當我知道有甚麼治療方法對孩子有幫助，

我定必嘗試。可是事與願違，讓我感到挫折和灰心。幸好，竟良獲得明愛醫院治療服務，於

適齡時入讀明愛賽馬會樂仁學校，令我身心靈得以舒緩。教職員十分了解竟良的個性，按其

能力為他設計合適的學習內容，讓他自主地控制玩具、聆聽音樂……使他的生命添上色彩。

　　在我生命中，總有一些不可預期的事發生：我需要獨個兒照顧一對有特殊需要的孩子，

為了克盡母親的責任，除了工作以外，總會抽時間到醫院去照顧竟良與他談天，每當我與他

一起時，我和竟良心中會燃起著一種暖暖的愛，令生命譜出幸福的樂章 。

　　竟良是一個堅強的孩子，即使患有重病，仍然勇敢地與病魔對抗。我的兒子總希望留在

我身邊，陪伴著媽媽。生命的價值不在乎長短，雖然竟良已離開了，但他的一生已活得很精

彩。每當我軟弱的時候，回想起竟良的堅毅精神，總給我無限的鼓勵，為媽媽打打氣、為媽

媽填補心靈的空虛，支持著媽媽的生活，令媽媽能夠繼續愉快地生活。

校長感言：

　　十分感謝竟良和竟良媽，他們讓我知道

生命的意義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愛，對愛的堅

持可以令人勇敢地生存和努力！向你們致

敬！

莫愛玲

鳴謝以下機構及人士對我們學生的付出與關懷：

梁雅琳女士、陳潔儀女士、謝潔玲女士、羅詩浩先生、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明愛樂恩學校、德貞女子中學、科思創 ( 香港 ) 有限公司、

聖雅各福群會、樂聚沙龍、香港盲人輔導會、香港慈濟基金會 - 香港分會

( 排名不分先後 )

編輯小組

施慧盈、黃美婷、廖盈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