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
Hong Kong Red Cross John F. Kennedy Centre

2020年6月

第八期

專業發展與交流 •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sharing

李靜雯校長獲教育局邀請，於2020年1月

第九屆深港校長論壇

14日「第九屆深港校長論壇」中作論壇主持

立己達人
不作自限

人，並分享其論文《與有特殊學習需要人士
共享創科教育》，簡報本校如何藉「立己達
人、不作自限」的精神，透過「創科」發展輔助儀器，從而
滋養出一片創科土壤；同時加上一眾無私奉獻、不斷持續發
展的「創科」園丁，埋下了學生對「創科」的興趣種子，又

李靜雯校長

透過不同的學習體驗，讓他們親身體會到科技與生活息息相
關，孕育其創科潛力與技巧之茁壯成長，加大學生善用創新
科技參與社會發展的權利。
是次分享深得教育局人員對本校學生及教職員的肯定，讚賞
本校（尤其是職業治療部）極具前瞻性。本校早於七十年代
已用創科儀器幫助學生克服障礙，並提升其自信及改善生
活。是次匯報亦令兩地教育專業同仁更明白香港紅十字會學
校學生之成就，有助進一步達成建設共融社會的願景。
(有關論文及簡報內容可瀏覽以下連結
http://www.jfk.edu.hk/01/psaid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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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 •
Post school option
邱信儀副校長

kā fēi

咖   啡

畢
業
出
路
選
擇

香港紅十字會關注轄下學校學生畢業後的出路，「畢業出路選擇」
(Post School Options，PSO) 是辦學團體五年發展計劃中的重點項目。
無獨有偶，本校2018-2021的三年發展計劃，其中一個關注事項正是
「優化生涯規劃教育以協助學生發展學涯、職涯及休涯」。十二年的
校園生活，學生應該學習甚麼知識、如何學習及達成甚麼學習目標，
難道不應從他們畢業後需要的知識、技能和態度考慮嗎？
今年是本校三年發展計劃的第二年，雖然受社會事件及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簡稱：新冠肺炎）影響，學校停課數月，但生涯規劃教育的發
展卻未曾停步。相反，學校積極配合辦學團體主導的PSO計劃，學校
生涯規劃組與跨專業部門及外間團體合作籌辦各項活動，更因應新冠
肺炎疫情演變出不同的學習模式。

首先談談本校就辦學團體推行的PSO計劃，設計了兩個學習項目。
1. 將生涯規劃元素融入各學科課程中。由學校課程組領導各學科
以茶座作主題，在原有的課程中稍作整理，加入與茶座相關的
學習元素。例如：小學普通話科老師會教導學生不同飲品的普
通話拼音、初中英文科老師會教導調適班及特別班學生以英語
點菜、而主流班 (普通課程) 的學生則會學習書寫求職信等。部
分課題已在本學年上學期完成，當中的優秀課業亦已上載於校
內伺服器，以供同工分享和學習。其餘課題學生以網上學習模
式上課，復課後也會補充相關內容。
2. 設置實體「甘家茶座」，為學生提供工作實習平台實踐所學。
現階段茶座已完成鋪地磚及牆壁裝飾。工程可望在暑期完
工，2020-2021學年正式開幕。
至於生涯規劃組與跨專業部門及外間團體合作項目，本校依循「停課
不停學」的原則，原定的活動更改以不同的形式舉行。其中，原定在
三月集會時舉行「與塵有個約會」的生涯規劃分享會，嘉賓改以網上
形式與同學進行分享，學生反應熱烈。而為了幫應屆文憑試學生打
氣，身兼班主任及生涯規劃組主席的周老師，積極推動職員及舊生以
文字、歌曲或相片在留言板鼓勵學生。另外，她又請來三位大學生以
過來人身份與中五及中六級學生分享DSE應試技巧及大學聯招的選科
心得。除此之外，為了讓同學也能體現成年人的工作經歷。因應新冠
肺炎疫情嚴峻，不少公司安排員工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因此
部分學生的工作實習活動，亦得到老師及治療師悉心設計，安排一些
可以在家完成的實習工作。
凡此種種，都是辦學團體、教職員上下一心為學生的生涯規劃發展作
好準備。但願疫情過後，一切重回正軌，本校可以推出更豐富及切合
學生發展需要的活動，讓他們為未來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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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穎欣老師

為配合本校設立的「甘家茶座」，並與學生探索多元出路，生涯規
劃組首次運用多元學習時段，為學生提供一個集理論、參觀、工作
坊和外出實習於一身的課外活動 —「小小創業家」。學生不但可
以從多位香港創業家身上學到創業知識，亦能透過「甘家茶座」作
為試點，一嘗擔任創業家的滋味。

與創業家談

創業

踐
實
到
從理論
學生創
業不是
夢

「小小創業家」於學期初邀請了「綠星火」創辦

除此之外，「小小創業家」亦舉行了一連串探索活

人及籽識教育顧問有限公司導師嚴之將先生作嚮

動，其中包括參觀協康會綜合服務大樓內的餐廳及

導，運用自身的創業經歷，教導學生不同的創業

認識餐廳營運。「小小創業家」亦有幸邀請到城泉

理念。學生在嚴先生的教導下為「甘家茶座」設

有限公司及綠行俠代表到校分享，為學生介紹環保

計了人物誌、餐單及餐廳原型，把學到的理論在

工業及創業經過。各代表更邀請學生分享他們的

茶座中實踐。

創業夢，並為他們提供寶貴意見。Codekey Cookies 創辦人黃明慧小姐更親身到校分享視障人士的
創業經歷，為本校學生帶來不同的啟發和鼓勵。

「小小創業家」於下學期為學生帶來多元化的工作
坊，包括City’super旗下superlife culture club行政
總廚張倩敏女士的烘焙及咖啡拉花工作坊、綠行俠
的咖啡渣環保袋製作班等，讓學生在「甘家茶座」

從學習到

實習

的實習部分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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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生涯規劃活動
「劃」出多元出路
本校一直致力為學生提供事業探索及實習
機會，讓學生能從活動中擴闊視野，探索
不同類型的事業。生涯規劃組於本年安排

周穎欣老師

1

了多項大規模的生涯規劃活動，針對不同
類別學生的需要，其中包括：

2. 學生助理實習計劃
本校生涯規劃組、治療部及協康會攜
手合作，訓練學生不同的工作技能，
並讓他們運用所學，於校內進行有薪
的實習計劃，藉此吸取不同的工作經
驗，並培養學生勇於承擔責任的良好
品格。本學年已有44名學生得到實習
機會，其中23人是高中學生，亦有
多於一半學生屬調適或特別班（共23
人)，讓不同能力的學生皆能在實習
中運用已學技能。

4. 中六實習計劃
本校生涯規劃組與香港傷健協會合
作，根據六位中六學生修讀的選修科
和興趣，為他們度身設計實習活動，
並提供為期一個月的工作機會。參與
計劃的學生需要出席面試工作坊，加
強面試技巧。

本校邀請了現職香港規劃署城市規劃
師的講師到校，透過講座、活動及流
動展覽中心，讓學生認識規劃署的工
作，並為學生提供有趣的實習活動，
讓學生嘗試擔任城市規劃師，重新規
劃大口環及周邊一帶。

2
3

3. 聯校STEAM合作活動
本校與德望中學合作，舉辦為期一年
的STEAM活動，讓兩校學生共同為
有需要人士設計輔助儀器，並運用3D
打印技術，製作出獨一無二的產品。

4
5

生涯規劃組將繼續推出更多精彩活動，大家切勿錯過！

1. 城市規劃知多d

5. 手指畫工作坊
本校亦致力為特別班學生提供技能訓
練。今年首度推出兩節手指畫工作
坊，讓學生運用不同的藝術技巧（包
括點畫、黏土等）製作立體畫。其畫
作將轉化成不同產品，並於六月在香
港鐵路公司西營盤站的社區畫廊中展
出，希望學生能與不同人士分享學習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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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 • Visits

海上教室
暨台中環保教育之旅

第一次
乘坐郵輪
鄧美蓮老師

「海上教室暨台中環保教育之旅」已於2019年7月7日至7月12日圓滿結束。學生、
家長和職員們乘坐郵輪世界夢號，走出香港，親歷台灣，共同經歷了很多個「第一
次」：「第一次乘坐郵輪」、「第一次和家長外遊」、「第一次遊歷台灣」……
在旅程中，學生、家長和職員們認識了台中的環保設施，參加了「生命教育」講
座，品嚐了台中美食，真正寓學習於娛樂，相信這些豐富的體驗定會為學生的成長
帶來正面的影響。不得不提的是這次親子共樂活動，使學生和家長建立了更親厚的
關係，和樂融融。
本次活動獲得香港華都獅子會贊助。香港華都獅子會的「獅兄」、「獅姐」在2019年
12月親臨本校探訪及參觀，並與參與旅程的學生會面，了解學生在旅程中的得着及
校方在舉辦類似活動時所遇到的困難，希望將來可以為更多學校提供適切的協助。

第一次
遊歷台灣

HONG KONG
第一次
和家長外遊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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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 Events

全港中學生
聲演比賽
2020

由香港電台舉辦的「有聲好書
全港中學生聲演比賽」共有來
自90間中學的350名學生參
加。本校陳敏俐同學經初賽、
複賽，到最後成為全港十強，
成績驕人。參賽過程中，敏俐
努力揣摩圖書中文字的意義，不
斷練習，力求完美地運用她甚具
生命力的聲音，把紙本上的文字
栩栩如生地演繹出來。她的演出
不但獲得評審們一致的好評，更

敏俐的心聲：
我獲得香港電台「好聲好書」聲演比賽十強優異
獎，真是有驚有喜。回想起當時，我參加這項比賽
並沒有抱着太大的信心，但最後竟能憑著努力，脫
穎而出進入十強，真是高興。
是次比賽真令我獲益良多。例如在比賽期間，我面
對着眾多的觀眾進行聲演，令我的膽量大大提升。
另外，我也很感謝梁老師陪伴我不斷練習，給予我
意見，令我表現得更好！
我會繼續努力，希望可以在下次比賽中獲得更佳的
成績！

表揚她的聲音極具感染力，令
人動容。
這次比賽需要面對觀眾，並要
七情上面地演出，對於性格比
較含蓄、沉實的敏俐是一項巨
大的挑戰。她能成功克服困難，
突破自我，而且還能取得佳績，
實在值得大家學習！
同學們，記住你們的潛能是無限
的，請勇敢嘗試吧！

梁淑芬老師
陳敏俐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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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樂

為加強本校初中非華語學生對中國音樂的文化知識，引起他們對
中國文化的興趣，本年度特邀請香港中樂團導師到校舉辦「認識中
樂齊齊揀」工作坊，讓學生有機會認識中國樂器中「吹、彈、拉、
打」的各種樂器。

認識

齊齊揀工作坊
阮善盈老師

是次活動於2019年10月29日（星期二）下午舉行，參與班別為G11及
G12。當天下午，香港中樂團導師示範及介紹不同類型的中國樂器，
讓學生掌握中樂團組合的基本概念。之後，導師更親自教授學生試玩
部分樂器，學生反應熱烈投入，師生皆樂在其中。活動結束後，學生
在問卷中更紛紛表示獲益良多，希望日後能多舉辦類似的活動。

是次烹飪比賽目的是更多社會人士認識智障人士的能力，提倡智
障人士與社區人士建立友誼，促進傷健共融，共建和諧社會。
李
嘉
琪
老
師

扶康會第十五屆
「樂建共融」
電能烹飪比賽
隊名：美女廚房誇啦啦
參賽者：G15陳蔚芯、G15傅美瀅、
傅陳玲珊女士(學校義工)
參賽菜式名稱：老少咸宜脆卜卜
參賽日期：2019年9月28日（星期六）
參賽時間：下午3:30至4:30
參賽地點：扶康會長沙灣成人訓練中心

在9月一個風和日麗的星期六下午，蔚芯、美瀅和傅太組隊參加
「樂建共融」烹飪比賽，加上蔚芯父母和美瀅媽媽等人，我們一
行八人浩浩盪盪地進入比賽場地，很有氣勢啊！
蔚芯和美瀅很喜歡烹飪，平時上科技與生活科的實習課時特別雀
躍，而且很用心地完成每一個步驟。今次，她們很高興能夠邀請
傅太一同組隊參加烹飪比賽，由商討隊名、設計參賽菜式、試做
菜式至比賽當天都充滿歡樂和笑聲。
比賽當天遇見了不少參賽隊伍，我們既緊張又興奮。因為充足的
練習和預備，「美女廚房誇啦啦」隊也是信心滿滿的，很順利就
成功烹調出「老少咸宜脆卜卜」。香噴噴的氣味、卜卜聲的穫氣
和鬆脆可口的食物質感，加上純熟的烹調技巧，評判品嘗完後都
點頭微笑，職員也給予讚賞，菜餚還被他們吃得所剩無幾呢！
比賽後，我們一面前往車站乘車，一面憶述比賽時的情境，每個
人都掛著笑臉，回味無窮。這是一個多麼令人享受的下午啊！

甘家
好人
好 事 獎勵計劃

古凱寧老師

為了建立良好的品德培育氛圍，並配合學校生命教育的主題 —
「正直誠信」，培養學生具備正直誠信、盡責、關愛和欣賞別人
的素質，本學年學校推行「甘家」好人好事獎勵計劃。
只要學生做到小冊子內的好人好事行為，便可邀請教職員或家長
在小冊子內簽名。全年共舉行了四次獎品換領活動，學生獲得愈
多的簽名，便可獲得愈豐富的小禮物。透過此獎勵計劃，能鼓勵
學生自發做好人好事，培養學生正當的待人接物態度，並強化學
生的良好行為，共同營造和諧友好的校園生活。

G12人文考察活動
(長洲)

東堤小築

北帝廟

長洲
食街
圖書館

長洲石刻

蔡炳坤老師

G12於2019年5月30日舉辦長洲人文考察活動，
讓學生了解香港小島文化、歷史及當地人民的生
活。考察地點包括長洲石刻、北帝廟、東堤小
築、圖書館、美食街等。雖然當天偶爾下雨，但
無損學生對考察的熱情。他們將考察得來的資料
記錄分析，然後製作報告，再輪流在課堂上匯報
及帶領討論，藉此幫助學生建構更豐富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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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書展
STEAM 學習成果展示

潘在遠老師

本校應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邀請，參加了在香港書展內舉辦的首屆中小學STEAM創科
展覽。展覽期間，我們除了擺放展板介紹同學過往曾參加的STEAM活動外，亦展出同
學的3D打印作品。另外，我們更製作了短片輯錄同學過往參加STEAM的活動花絮，讓
公眾人士明白就讀特殊學校的學生，亦有能力參與STEAM活動。
除此之外，李校長更邀請了本校舊生張世豪同學代表特殊學校組擔任嘉賓，介紹由他設
計及編寫的發聲控輸入系統 (CP2Joy System) 怎樣協助弱能人士操控電腦，解決傳統的
鍵盤和滑鼠對肢體殘障人士的限制，協助傷健人士融入社會。張同學身體力行，充分展
示本校的學生亦有能力為香港STEAM發展作出貢獻。

STEAM Day

黃考秀老師

與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進行
STEAM 交流
初小STEAM DAY於2月7日舉行，目的是讓初小學生接觸不同的科技活
動，培養科研的興趣。是次STEAM DAY邀請了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的高
小學生到校介紹及分享他們運用Micro:bit製作的簡單玩具，包括扭蛋機、
足球機、彈珠機等，也有運用校本資源Beebots，讓學生初步體驗簡單
編程。當天，各位學生對所有活動均深感興趣，投入參與，並且十分享
受與友校師生的交流互動。完結時，兩校學生互相交換紀念品和拍照留
念，為這次STEAM共融活動留下愉快、美好的回憶。

10

STEAM

Mirco-bit lOT
學習課程
馮耀宗老師

為了讓學生對物聯網 (IoT) 有基本的認識，本校舉辦了物聯網課程，讓學生透過實作了
解及掌握怎樣於物聯網中控制物件。在課程中，學生學習使用 micro:bit 配合IoT套裝內
不同的感應器配件以進行編程，收集數據後再透過互聯網於另一方顯示該數據，過程雖
然複雜，但整體來說，學生都能掌握基本概念和初步操作的能力。
此課程包含實體接駁的內容，會因應每位學生不同的身體情況，安排老師和職員加以協
助，而課堂上學生之間也會互相幫助。例如：部份感應器配件屬於精細部件，會由手部
較為靈活的學生代為接駁，學生分工合作以完成所指派的任務。在學習的同時，也體現
了互助合作的精神。

STEAM

G8專題研習
徐偉良老師

輔助器具

大改造

本學年常識科參與了教育局的校本支援服務，與支援人
員共同設計STEAM活動，培養本校小學生的科研才能。
我們深信科技發展源於解決人們的生活所需。因此學生
進行科學設計前，先要找出人們的需要，這樣他們的工
作才有意義。
我們特別安排了一次探訪護老院的活動，讓學生與老人
們談天，表達關心，同時亦進行問卷調查，了解老人們
的需要。
根據問卷的統計數據，學生發現老人們最想要有照明功
能的枴杖和有提醒功能的藥盒。有了目標後，學生便開
始設計圖則。為了讓學生能把構想化為現實，本校與德
望學校合作，安排學生學習3D打印的技術，讓他們可
把自己的設計打印出來。
透過構思和技術的配合，學生終於製作出自己的產品。
這次的活動，不但有助學生培養創新和解難的能力，更
令學生於科研實驗的學習上有一次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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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發展日

退修營
趙志堅老師

為了就未來發展方向取得共識，建立更佳團隊精
神，並促進同工的身心健康，本校全體職員於
2019年5月24日，在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西貢戶
外訓練營內，舉辦了一天戶外的「退修營」。當
中，同事除了商討學校新的發展方向外，還參與了
多元化的康體及團隊建立活動。
在擬定19-20年度學校發展方向討論環節，我們討
論了如何善用資源如新全方位學習津貼，使每名學
生受惠，並在「德、智、體、群、美」五育方面得
到均衡的發展。除此之外，我們還參加了泰拳基本
技巧班、筋腱肌肉及關節健康工作坊、藝術治療在
學校輔導工作的應用工作坊，並透過竹筏、羅馬炮
架等歷奇活動，認識彼此及進行團隊協助，目的就
是要建立學習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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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William Wang

The English Department invited Dove Tales Theatre Company to the English Day on Dec. 17, 2019. They
presented the famous fairy tale ‘Robin Hood’ to us. It is a story about how Robin Hood, the main character,
saves Maid Marion from the Evil Sheriff of Nottingham. The actors and actresses brought the story to life
through their lively acting and humorous expression. Two of our students, Benson Leung from G17 (S6D)
and Terry Chau from G18 (G6C) were invited to have an interaction with the performers. What’s more, Mr.
John and Mr. Shaw, the NETs, as well as Ms. Flora Yau, the Vice Principal, entertained all of us
with a funny dance! We certainly enjoyed a wonderful afternoon with them!

Pa

y
t
r
nge

ong
W
la

eld
rty h
a
p
n
ee
d.
allow
H
groun
a
y
a
s
l
a
p
x
s,
re w
Anne
fairie
e
9, the
,
h
1
s
t
e
0
e
2
n
h
nts i
witc
Oct,
ity. W
e
,
v
d
s
0
i
t
e
u
3
t
c
r
i
s
p
y
e
na
On
rimar sed as vam ate this fu
By th
p
.
l
y
l
a
a
res
st
for
at d
lebr
em d
he be
on th
to ce
h
t
t
”
s
t
h
f
o
t
a
o
r
i
e
sw
All
r tr
d he
ull of
inner
ick o
f
ts an
r
s
t
w
i
e
“
t
r
e
e
n
d
w
an
d th
scie
dents
picke
u
arade
t
p
e
s
a
w
e
rty,
ll th
had
he pa
ss. A
t
a
l
f
c
o
ch
end
.
of ea
s
e
m
DIES
u
t
N
s
A
o
c
C
AND
Y
O
J
M

.A
iss

13

邱淑莊副校長

聖誕聯歡會
本學年的聖誕聯歡會於12月20日舉
行，當天節目十分豐富，精彩絕倫！
嘉賓、校長、家長、學生及職員在學校
禮堂欣賞由學生及教職員預備的聖誕特
備節目，不論是學生的樂器演奏，還是
學生與教職員的歌唱表演，都非常精
彩，令人目不暇給！接着，師生隨全城
熱播的「BABY

SHARK」一同載歌載

舞，把場內氣氛推向高潮，全校洋溢着
一片聖誕佳節的歡欣和快樂。
欣賞完節目後，中、小學生分別在學校
禮堂及室內運動場舉行聖誕聯歡會。學
生一起聊天、唱唱歌、玩遊戲、拍照留
念，更有「大食會」共同分享美食，在
開懷的笑聲中歡渡聖誕，十分開心！

14

三年
總結展覽
黃浩賢老師

2019年藝燃薪已踏入三年計劃的最後一年。由最初的練習訓練形式，
到今年引領各同學以自己喜歡的形式去表達所思所想。三年的創作，
確實是一條漫長的道路。今年的年展，於充滿文藝氣息，剛剛翻新完
畢的南豐紗廠舉行。一如往年，年展展示了各同學的作品。從展覽
中，明顯看到同學的進步，同時也呈現了同學的個人風格，從中可
見他們在這三年來的努力。
今年主辦單位邀請了前民政事務局局長劉光華先生擔任主禮嘉
賓。本校部分同學亦化身為導賞員，為各來賓介紹同學們的作
品。年展除了展示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的學生作品外，
還有其他學校的音樂、舞蹈表演，場面非常精彩。
雖然為期三年的訓練已過，但希望各同學
仍能繼續創作，發揮「藝燃薪」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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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綜藝合家歡2019
學校巡迴演出《點‧撇‧捺》
及《寵物反擊戰》
邱淑莊副校長

本校透過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國際綜藝合家歡
2019」計劃，邀請了「小不點」劇團及「遊樂場」劇
團於7月11日蒞臨本校，分別為小學生及中學生演出
巡迴教育劇《點‧撇‧捺》及《寵物反擊戰》。
《點‧撇‧捺》是以跨媒體戲偶劇場的形式，有趣地
呈現文字筆劃的不同意象，讓小學生重新感受文字的
美感及趣味。而《寵物反擊戰》是透過「互動」演
出，帶領中學生進入一個寵物世界，從而灌輸「愛護
動物」的訊息。
不論是小學生，還是中學生都看得很投入，反應熱
烈。是次活動除了增強學生的語文知識外，也加深了
學生對戲劇藝術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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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運會
歐陽為業老師

本校每年均會舉辦校運會，以提升學生對運動的興
趣，發揮潛能，同時培養對四社及學校的歸屬感。
本學年的校運會於11月7日在香港大學何鴻燊體育
中心舉行。當日的比賽項目包括不同的田項和徑
項，譬如豆袋擲準、擲木球、跳遠、短跑、輪椅徑
賽、電動輪椅障礙賽等，參賽者都投入競賽，一展
所長，而四社啦啦隊為比賽健兒們吶喊打氣，場面
非常熱鬧。接着，輪到壓軸的多項學生、家長及職
員接力賽，更將氣氛推向高潮，非常緊張刺激！最
後，全場總冠軍由紅社奪得，為校運會畫上句號。
本學年的校運會十分成功，期望學生能繼續鍛鍊自
我，踴躍參與各種運動項目，不作自限。

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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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同樂日
2019

歐陽為業老師

精英運動員協會的「動感校園」Active School計劃在校園推廣方面不遺
餘力，並給予本校學生支持和精彩體驗。
協會繼續秉承推動健康全人發展的精神，聯同運動精英友好，與本校協
辦「精英運動員同樂日2019」，以活力和正能量陪伴學生成長，與眾同
樂。今年更加入了健球、圓網球、躲避盤、旋風球、旱地冰球、划艇和
Nerf Hunt等運動項目。
在有限空間進行運動體驗確實不易，學生能力亦有所不同。集合過往的
經驗，義工單位對於活動設計亦有所掌握，透過創意調適，讓學生更能
體驗活動的樂趣。
在此感謝統籌此活動的鄧漢昇先生及協會團隊，各項目單位、教練以及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一眾師生。你們的無私付出和鼓勵讓學生感受到
暖暖的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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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統籌組

傅太專訪

訪問 ﹕陳美芬老師
文

﹕蘇景新老師

始終在課室內，多一個人幫助，
也很有用處的。
傅太
提到甘校的義工，不得不提傅太。傅太在接受訪問前曾問及
受訪原因，得知學校想透過她的經歷，鼓勵更多同行者，傅
太便一口答應。

只能說這一切都是緣
傅太的兒子傅志輝，是1985年離校的舊生。當年她機緣巧
合下，來到甘校幫忙，便開始了這裏的工作。「初期斷斷續
續，最近兩三年來得頻密一點。年份就很難計算，但我在甘
迺迪這邊都經歷了五位校長。」傅太輕鬆地說，但由創校校
長年代服務至今，已近四十年了。

工作是生活的調味料
「逢星期一、二、四及五會進入課室幫助，另外，每天上學
和放學時間會跟車協助。」在課堂協助學生學習、起居飲

一個學生)，有時需要做一些特別工作。例如剪紙或者需要

食，大小事務也要兼顧，忙得不可開交。

用橡皮擦，課程完了又要做清潔工作，這些工作量是比較重

「也不是這樣說。因為我的生活太簡單，如果不回校，我真
不知道可以做什麼，可能更加辛苦。」「很多時我從工作中

的。另外，體育課也需要義工的，例如打乒乓球時要撿球。」
看得出傅太了解學生和老師的需要。

得到的快樂是金錢買不到的，那些友情，學生帶給我的開心

「希望學校給一些車馬費給義工。」傅太很坦白地道出了義

愉快。」「有時候我也會動氣，但相處久了，了解學生各自

工的難處。「有些家長住得比較偏遠，車費昂貴，如果學校

的性格，照顧他們都不太難應付。」「而且學生也願意和我

能提供實報實銷的車馬費可以幫到義工，也是一點心意。」

說心底的說話，所以我也會覺得很感恩。」似乎滿足感、成

（後記﹕學校現已提供車馬費申請，有需要可向張社工或蘇

功感和學生的信任就是傅太快樂的來源。

老師查詢）

在這裡工作辛苦嗎？「這很難說的，這個年紀我還應付得

另外，多發掘義工人才。「有些家長很熱心，他們的孩子班

到，身體健康沒有大問題，有時一些大型的活動我也做得

中舉辦活動時都會回來幫忙；有些家長較被動，希望學校能

到。」「有時候我需要外出協助學生，就會請蘇老師通知其

多鼓勵家長回校幫助孩子。」若家長能多參與活動，對學校

他老師我不能夠入班協助，請老師另外安排人手。因為外出

也會了解多一點。「以前謝校長很多時都強調一個問題，就

時坐輪椅的學生較多，比較吃力。」看來工作量是能應付

是學校和家長之間是一個三角的椅子，學校、學生和家長都

的，畢竟幫助別人也要先照顧好自己。現時傅太在學校工

要願意付出。例如學生在學校有什麼活動，家長也應知道活

作，有足夠的休息時間。「感謝學校的體諒，安排合適的工

動的具體安排。有些學生在學校的表現和家中的表現可能不

作給我，例如知道某些課程我是有心無力的，也會給我作出

同，如果家長能來學校參與活動就更了解學生在校的情況，

恰當的調動。」

大家都能得著。」

如何進一步發展甘校的義 給同行者的話
「我在這裏工作多年，得著是預計之外的。我很感恩在學校裏
務工作？
工作是開心愉快的，得到學生和老師的尊重，我很感恩。」
「以我的個人意見，無論是低年級或者高年級，視覺藝術課

傅太的一番話精闢闡述「施比受更有福」的真諦，也許擔任

其實很需要義工幫助的。因為通常都是單對單(一個職員對

義工的箇中樂趣只有當事人才能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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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 • Competitions

薯蛋頭百變跑2019

3

本校學生參加了由Sport Soho舉辦的薯蛋頭百變跑2019
（香港紅十字會學校 — 三項鐵人賽）。比賽於2019年

9月22日舉行，項目包括賽艇機、單車及跑步，本校學生
與友校的學生同場競技，一展所長，更奪得驕人成績：
紅十字會學校個人組（三項鐵人）
冠軍：
黃斌煒
亞軍：
張運星

俾啲
掙扎

紅十字會學校接力1組（三項鐵人）
季軍：
洪佳豪、周浩樑、陳嘉宏
優異獎： 區駿彥、黃彥偉、葉錦文

項

鐵
人
賽

紅十字會學校接力2組（三項鐵人）
優異獎： 黃綽思、陳皓新、傅美滢
相信他們的努力和成果定能鼓勵更多學生參與運動，鍛鍊身心，發揮潛能。

蔡
炳
坤
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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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殘疾人田徑錦標賽

2019

於2019年12月7日，本校參加了由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舉辦之
香港殘疾人士田徑錦標賽。本校共派出三十位運動員參賽，與另外七所特殊學校
的運動員同場競技，一較高下。本校運動員經過上學期的體能訓練、專項技能特
訓、校運會的比試及選拔，再加上教職員的全力協助，不但提升了自身的競技水
平，更於比賽場上締造體育成就。

歐陽為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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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 Awards
邱淑莊副校長、古凱寧老師、葉彩依老師

本校教師榮獲《第三屆品德教育傑出教學獎》的

中學組傑出獎
本校一向致力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積極的人生態度，而自2013年起更進一步推展「生命教
育」，以「知、情、意、行」的模式啟導學生培養正面的人生觀和良好品德。
邱淑莊副校長、古凱寧老師及葉彩依老師是本校生命教育組、德公組及輔訓組的骨幹成員，
她們在本校的德育及公民教育中扮演着相當重要的角色。她們除推展常規和非常規的生命及
德育課程，還積極地透過不同的方法向學生、家長及職員推廣正面的價值觀，讓本校能夠上
下同心聚焦於《我們的信念》－“BRIGHT”。
本校的品德教育不單得到學校各持份者的支持，也同時得到教育局及大眾的認同。在2019
年，經眾多教育專家、校長及老師到校評審後，本校從百多間中、小學中脫穎而出，榮獲由
教育局與南聯教育基金合辦的《第三屆品德教育傑出教學獎》中學組「傑出獎」，成為全港
三間獲此殊榮的中學之一。
本校會繼續維持本心，朝着《我們的信念》－“BRIGHT”進發，盼望能夠為我們的學生找
到自己的強項，發光發熱，「立己達人，不作自限」。

G16張家棟同學勇奪

優秀十大傑出學生獎殊榮

伍詠思老師

「傑出學生」往往與品學兼優相提並論，然而對於榮獲2019年度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優秀十大傑出學生獎（高中組）第一名」的
G16張家棟同學而言，並不止於此。
家棟升讀中五後，面對愈漸繁重的學業，還能兼任紅社社長的職務及參加硬地滾球的定期集訓，除此以外，他仍能用心地為選舉作
出充分的準備，可見他的能力十分卓越出色。
家棟與主流學校的參賽者一同競賽，經過多輪的書面及面試評審，終在比賽中脫穎而出，於2019年11月30日的頒獎典禮上奪得
「傑出學生」的殊榮。這份成就正好為甘家的學弟、學妹樹立良好榜樣，並展現出只有勇於面對挑戰，發展個人潛能，才能
「成就自己，造就他人」的精神。

22

獎項

• Awards

2018-2020學年
校際活動得獎紀錄
體育
香港殘疾人士硬地滾球錦標賽 (學校及公開組)

60米跑步

季軍  (T35-38MB 組別)

葉錦文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

100米輪椅

冠軍  (T54MB T54MC T53FC
         T54FC 組別)

沈健豐

100米輪椅

亞軍  (T34MA 組別)

洪佳豪

60米輪椅

冠軍  (T53MC T54MC 組別)

沈健豐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8-2019

20米輪椅

季軍  (T34MC T52MC 組別)

嚴健森

屈臣氏集團

甲組輪椅4x100m接力   亞軍

于駿賢  駱曉正
洪佳豪  范嘉駿

丙組輪椅4x60m接力     亞軍

黃卓東  嚴健森
何凱琳  沈健豐

甲組企立4x100m接力   亞軍

梁文博  黃斌煒
陳皓新  傅美瀅

乙組企立4x60m接力     亞軍

陳顥元  官嘉慧
葉錦文  黃彥瑋

BC1 – 個人賽

金牌

張家棟

BC4 – 個人賽

銅牌

何佳洛

運動員獎

               獎學金$500

張家棟

香港殘疾人游泳錦標賽 2019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
混合25m持浮板自由泳                      季軍

陳鑫宜

薯蛋頭跑 2019

距離豆袋

運動版圖有限公司

冠軍  (F35FA F36FA F37FA
         F38FA 組別)

陳蔚芯

個人三項組

冠軍

黃斌煒

距離豆袋

冠軍  (F37FB F38FB 組別)

官嘉慧

個人三項組

亞軍

張運星

距離豆袋

接力組高級組

季軍

洪佳豪   周浩樑   
陳嘉宏

冠軍  (F53MC F54MC
         F57MC 組別)

沈健豐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9-2020

距離豆袋

亞軍  (F35MA F36MA F37MA
         F38MA 組別)
于駿賢

距離豆袋

亞軍  (F35FC F36FC F37FC
         F38FC 組別)

劉靖彤

亞軍  (F32MC F33MC
         F34MC 組別)

嚴健森

季軍  (F35FC F36FC F37FC
         F38FC 組別)

蔡芷晴

季軍  (F32MA F33MA
         F34MA 組別)

洪佳豪

冠軍  (F35FC F36FC
         F38FC 組別)

蔡芷晴

亞軍  (F35MB F36MB
         F38MB 組別)

馮善行

屈臣氏集團
運動員獎

林依玲

香港殘疾人士田徑錦標賽 2019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
100米跑步

距離豆袋
距離豆袋
距離豆袋

冠軍  (T35FC T36FC T37FC
         T38FC 組別)

劉靖彤

100米跑步

冠軍  (T35-38MA 組別)

黃斌煒

60米跑步

冠軍  (T35-38MA 組別)

黃斌煒

60米跑步

冠軍  (T35-38FC 組別)

劉靖彤

準確豆袋
準確豆袋

23

準確豆袋

季軍  (F52MC F51FC 組別)

黃卓東

擲木球

冠軍  (F35MB F36MB F37MB
         F38MB 組別)

黃彥瑋

亞軍  (F35MB F36MB F37MB
         F38MB 組別)

葉錦文

季軍 (F35MA F36MA F37MA
        F38MA 組別)

于駿賢

季軍  (F35MB F36MB F37MB
         F38MB 組別)

梁文博

擲木球
擲木球
擲木球

李曉曦校友個人名義贊助

傑出與進步獎
2018-2019 年香港學校戲劇節
教育局
傑出演員獎

獎學金 $500

關夢薇  李麗盈    

「離校生出路」聯校命名比賽
香港紅十字會特殊教育及復康服務
中文作品

冠軍

楊樂天  

中文作品

亞軍

林嘉恩  

中文作品

季軍

張運星  

英文作品

冠軍

譚文謙  

英文作品

亞軍

楊樂天  

英文作品

季軍

黃鎮滔

2019互聯互通大中華青少年中文寫作比賽
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GAPSK語文推廣委員會

           官嘉慧   傳美瀅   周浩樑   范嘉駿

青苗學界進步獎 2018-2019
青苗基金
嘉許狀

李曉曦校友藝術獎學金

鄺慧詩   郭偉俊   陳敏俐   陳鎧淇   羅嘉晞
戴煒聰   陳皓新   黃景寧   胡贊濠   陳嘉宏
趙晉業

優異獎

       

香港品質保證局理想家園：
第十二屆徵文、攝影、微電影、繪畫及
海報設計創作比賽
香港品質保證局
徵文比賽中學高級組入圍獎

2019 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頒獎典禮
香港島校長聯會

林嘉恩

程俊豪  

喜『閱』學校嘉許計劃
教育局

香港島優秀學生 (初中組) (南區)

陳敏俐

「喜『閱』學生」特別嘉許獎（學生組）       黃彥瑋   陳敏俐

香港島傑出學生 (高中組) (南區)

張家棟

「喜『閱』學校」特別嘉許獎（學校組）       本校

2019 年南區優秀青年嘉許計劃
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我的海洋 2050 校際水樽設計比賽
城泉有限公司及Zoku公司合辦

南區優秀青年 (初中組)

陳敏俐

南區優秀青年 (高中組)

林嘉恩

冠軍

陳敏俐

有聲好書全港中學生聲演比賽 2020
香港電台
粵語組 – 優異獎

其它獎項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2018-2019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理事會
尤德爵士獎學金  $800

應用學習獎學金
羅氏慈善基金
獎學金 $1000

余穎鈞

關夢薇

德意志銀行 CareER Born to Be 獎學金計劃
CareER
獎學金

陳敏俐

陳詩晴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及晉級賽 2019
(香港賽區)
銅獎 (小三級)

嚴健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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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 Thank you
本校承蒙各界友好鼎力相助，特此鳴謝。

排名按英文字母及中文筆順排序，捐贈日期由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

• Dr. Chan Hin Lee Henry捐贈$5,000供學校一般用途使用。
• 《Finnair Hong Kong》捐贈一批曲奇餅供宿生享用。
• 《Great Eagle Group》,《CTF Education Group》(parent

• 《俊和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捐贈5,000個成人口罩供校園抗疫

•

•

•
•
•
•
•
•
•

•
•
•
•
•

鳴謝合作機構
•
•
•
•
•
•
•
•
•
•
•
•
•
•
•

《Codekey Cookies》為「小小創業家」提供創業分享講座。
《Dustykid Ltd.》提供創業分享講座。
《Parco Advertising Company》合作編製校訊。
《天燕國際旅遊有限公司》籌辦及贊助「海上教室暨台中環保
教育團」。
《北角宣道會》協助團契活動。
《香港花會》提供導師及資源推動花藝活動。
《香港展能藝術會》籌辦《藝燃薪藝術培訓計劃》並提供導師
及資源推動藝術活動。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全力支持本校參與
比賽和培訓學生。
《香港傷健協會》及《香港協康會》提供導師及資源，與本校
協辦生涯規劃活動及實習計劃。
《香港華都獅子會》贊助學生及家長參加「海上教室暨台中環
保教育團」。
《浸信會愛群社服務處》協助籌辦園藝活動。
《動感校園》與體育課堂協作教授詠春和設計及帶領體適能
活動。
《陸續出版有限公司》及《籽識教育》協作提供「小小創業
家」課程。
《親切》協作籌辦共融活動。
《綠行俠》及《城泉有限公司》協作提供「小小創業家」真人
圖書館活動。

入班義工名單
• 陳玲珊 (傅太)、馮向紅、蔡少娜 (蔡梓培媽媽)、仇秀萍、張瑜
(鍾皓峻媽媽)、謝愛芹 (譚文謙媽媽)、Jessie Wong (黃善瀛)

Design: don@donfung.com

•
•
•
•
•
•
•
•
•
•
•
•
•
•
•
•
•
•
•

•

Illustration: Gary Wong

•
•
•
•
•
•
•
•

•

June 2020

•

group of VEO) ,《OneClick》and Winnie Chiu捐贈一批兒童口
罩、搓手液供校園抗疫之用。
《HandsOn HK Ltd.》合共捐贈$15,000供贊助學童及同行宿
舍職員外出參觀活動使用。
《Law’s Charitable Foundation》捐贈$1,000供學生應用學習
獎學金使用。
Miss Sethi Amrit Kaur捐贈$1,000供學校一般用途使用。
Mr. Chow Ho Yuen合共捐贈$25,800供學校一般用途使用。
Mr. Michael Ling捐贈一批搓手液供校園抗疫之用。
Mr. Cheung Yip Chung捐贈$2,000供學校一般用途使用。
Mr. Liang Shuk Tak捐贈$2,000供學校一般用途使用。
Mr. Mao Chung Hong & Family捐贈$1,000供學校一般用途使用。
Mr. Trevor C H Yang捐贈$10,000供學校一般用途使用。
Mrs. Wu (Anneca)捐贈一批成人口罩及一批兒童口罩供校園抗
疫之用。
Ms. Gigi Chan捐贈一批漂白水供校園抗疫之用。
Ms. Goldie捐贈一批玩具及文具供學生及家職會活動使用。
Ms. Jennifer Tan捐贈合共$2,000供學校一般用途使用。
Ms. Karin Wetselaar捐贈一部企立車供學生使用。
Ms. Carole Kwok捐贈$500供學校一般用途使用。
Ms. Diana Chan捐贈$500供學校一般用途使用。
Ms. Elaine & Lap Wong捐贈$3,000供學校一般用途使用。
Ms. Lee Kim Hung Annie捐贈$10,000供學校一般用途使用。
Ms. Ma Yee Ting Bernice捐贈$1,000供學校一般用途使用。
Ms. Suzy Su-Hsien Ho捐贈$100,000供學校一般用途使用。
Ms. William Flanz捐贈$15,000供學校一般用途使用。
Ms. Wong Nicolette Tiffany捐贈$2,000供學校一般用途使用。
《Shawganic Ltd.》捐贈$10,000供學校一般用途使用。
Tsui Karen捐贈$300供學校一般用途使用。
《UAT Association》捐贈$3,000供學校一般用途使用。
《天然國際旅遊有限公司》捐贈一批月餅供學生享用。
王國豪先生捐贈一批酒精搓手液供校園抗疫之用。
《成記行》捐贈一批保護衣供校園抗疫之用。
《何東爵士慈善基金》捐贈$20,800供2018/2019學生教育營經
費之用。
呂賜文先生捐贈56本圖書供學生使用。
呂賜文先生捐贈一部數碼相機供教職員為學校活動拍照使用。
校友李民綱家長贊助音樂治療堂予學生
李徐子淇女士捐贈一批小禮物作為全校之學生禮物。
李端儀女士捐贈一部55吋電視供宿舍使用。
《屈臣氏》捐贈一批蒸餾水供校運會時各人飲用。
《屈臣氏》捐贈一批蒸餾水供SAP運動會時各人飲用。

•
•

之用。
《南區學校聯會》捐贈一批成人口罩供校園抗疫之用。
《香港青山獅子會》捐贈一批兒童口罩及酒精搓手液供校園抗
疫之用。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捐贈一批成人口罩及酒精搓手液供校
園抗疫之用。
《香港黑龍江經濟合作促進會》捐贈一批成人口罩及兒童口罩
供校園抗疫之用。
《國際獅子會中國港澳三零三區》捐贈$5,000供2018/2019
「獅子會姊妹學校計劃」之使用。
《御藥堂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捐贈一批月餅供學生享用。
《超敏會》捐贈一批小禮物給學生作為聖誕禮物。
《集友銀行》捐贈一批口罩供校園抗疫之用。
馮向紅女士捐贈一批玩具模型及Lego供學生活動之用。
《點滴是生命》捐贈一批禮物包供宿生中秋晚會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