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園地

學生
表演

學 生 成 就

粵劇表演：
中西共融展耀能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臉譜是中國傳統藝術的一種，臉譜藉著誇張的色彩和
線條，突顯人物的性格，表達對人物的評價。你又喜
歡哪一張臉譜呢？

非華語同學正在親手製作
自己喜歡的中國臉譜。

中文科學生作品
學生訓輔工作的經驗及心路歷程

同學在聯歡
會上粉墨登
場，扮演傳
的戲劇角色
統
。

人物專訪

除製作表演道具外，非華語同學還嘗
試在台上演奏中國傳統樂器。

訪問對象：盧莎莎主任

記者：吳嘉瑩同學

訓輔工作的路並不易行，有些人會覺得難以應付，有些人很樂意為學生處理各類行為問題，有十年以上學生訓輔工作經
驗的盧老師亦不例外，她將透過這次訪問與我們分享訓輔工作路上的點點滴滴。
參與訓輔工作，盡力而為助學生解決行為問題
學校認為盧老師是適合負責訓輔工作的人選，而她對此方面也感興趣，因為透過訓輔工作能接觸很多學生，從而對他們
有更深入的了解。她希望能為各教職員提供改善學生行為之建議及按個別情況協助處理，另一方面亦透過分享正面信息以預
防學生出現行為問題。
盧老師首先會了解學生出現這些行為問題背後的原因，然後想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再與學生一同實踐，讓學生知道老師
對他能改善行為問題有信心，最後檢討解決方法是否可行，能否有效處理學生出現的各類行為問題。盧老師透過自身經驗為
教職員適時提供建議，助學生改善行為問題。她一向本著盡力而為的宗旨處理學生的行為問題，讓學生明白要為自己所做的
行為負責，作出改善。

記一件難過的事

香港耀能協會羅怡基紀念學校

姓名

獎項

賴喜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五、六年級男子組優良獎狀

王穎晞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英語）小學五年級女子組優良獎狀

楊嘉瑩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五年級女子組良好獎狀

楊嘉瑩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英語）小學五年級女子組優良獎狀

鄭天朗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英語）小學五年級男子組優良獎狀

曾星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英語）小學五年級男子組優良獎狀

陳謙恩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英語）小學五年級男子組優良獎狀

吳俊林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粵語）小學三年級男子組良好獎狀

吳俊林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三、四年級男子組優良獎狀

吳柏霖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英語）小學三年級男子組優良獎狀

鄒軒源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普通話）中學三、四年級男子組優良獎狀

皇者之戰馬拉松 2019

得獎學生

2 公里男子少年三組第 2 名

巫建林

10 公里 女子青少組第 9 名

金鎔潘

獎項

得獎學生

第 16 屆十本好讀中學組
積極參與學校獎

中學部學生

香港新界葵涌葵合街 22 號
22 KWAI HOP STREET, KWAI CHUNG, N.T. HONG KONG
TEL:24247766 FAX:24228230 網址：http://www.bmkm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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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挪亞方舟公園

你聽！同學正在感受音樂的美，並學習
音樂發展的歷史。

其他

舟的故事及了解保護環境的重要性。

獎項

學生名單

雅麗珊郡主學校友校接力賽銀牌

金鎔潘、李子怡、林凱亮、曾星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謝賀棋

青苗學界進步 2018-2019

陳浩弘、李冠融、鍾曉楓、張恩賜、黃梓濠、黃銘希、歐珮怡、Limbu Prasan、巫建林、許汶康、
吳晟怡、唐肇謙

同學參觀挪亞方舟公園，認識挪亞方

大細路劇場

公益金便服日

誠班課程活動
—展城館

姚心悅同學

我常常抱怨爺爺總是太囉唆，愛問一些雞毛蒜皮的事，例如今天上學如何？肚子餓不餓？如果我晚點回家的話，他又
會問我，怎麼這麼晚才回來？是不是發生了甚麼事？爺爺真的太煩了，我真不想理會他，但又怕媽媽會斥責我沒禮貌，所
以我只好每次都勉強回答他。
有一次，媽媽要我到附近的街市買些菜回來，爺爺說要陪我，順便到外面走走，我心想：「不如就叫爺爺幫我買好了。」
媽媽好像猜到我在想甚麼，便說：「自己的事自己做，還有別將所有東西都推給你爺爺一個人拿。」被媽媽這麼一說，我
只好打消這個念頭。

同學正聚精會神地觀看舞台劇，享受一段新
奇有趣的旅程！
同學參加電子體驗活動，學習把香港
設計成理想的宜居城市。

我和爺爺買完菜後就打算回家，突然一個持刀的男人向我們衝過來，爺爺立刻抱着我，用他的背擋着那男人。那男人
刺了爺爺一刀，爺爺倒在地上一動不動。我嚇呆了，只見血從爺爺的胸口慢慢地流出來，我慌忙打電話報警。

同學穿上絢麗多彩的民族服飾，展現燦爛
的笑容。

跨科 45 週年
主題活動

到了醫院後，我打電話給父母，說爺爺進了醫院，醫生正在搶救爺爺。
幾分鐘後，媽媽來了，她問我發生了甚麼事，我便一五一十地告訴她。她生氣極了，含着淚說：「叫你平日好好孝順
爺爺，現在好了，爺爺進醫院了，沒有人天天煩你了，開心了吧！」我沒出聲，將視線投向爸爸，只見爸爸的眼眶裏也全
是淚水。

貼地址

幾分鐘後醫生從手術室出來了，他除下口罩，遺憾地說：「病人失血過多，不幸去世了。」聽到這個壞消息之後，全
場的人都呆了，爸爸跌坐在地上，眼眶裏的淚水流得更多了。
兩星期後，我們一家舉辦了爺爺的葬禮。我望向爸爸，他好像知道我在想甚麼，便拍拍我的肩膊說：「這事不怪你。」
雖然是這樣說，但我的腦裏不斷重播着爺爺當天為了保護我而受傷的那一幕。
我很後悔當初為甚麼不好好孝順爺爺。媽媽說得對，爺爺不在了，就沒有人煩我了，然而就是因為爺爺不在了，世界
突然變得十分安靜，安靜的令人覺得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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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興奮地走上舞台，向台下的同學展示我班設計的「45 週年
校慶」服裝！

編輯：孫青青老師

江錦濠老師

潘妙真老師

周羨玲老師

余瑪琍姑娘

顧問：黃景聰副校長

6

台下同學積極發表意見，評價各參賽

者的衣服。
1

翟肇英女士 ( 歐珮怡家長 )

教職員園地

家長專頁

資訊科技學習
家長講座

聖誕聯歡會

皇悅酒店
音樂表演

安心坐家中，
停課不停學
鍾嘉雯老師
受到 2019 冠狀病毒的影響，疫情迅速蔓延世界各地，而全
港學校更需停課超過三個月。學校在停課期間透過不同的學習

翟肇英女士 ( 歐珮怡家長 )

模式，讓同學可以跨越地域限制，支援同學在家持續學習，充
分發揮家校合作精神。科任更可適時與家長保持溝通，跟進同

對資訊科技一竅不通的我，一向較少接觸電腦
軟件。不過當我看見學校通告邀請家長出席資訊科

學的學習情況及進度，達至「停課不停學」。
家長正專注地學習怎樣運用資訊科技上課

於停課期間，學校在不同的階段支援同學學習，在第一階段

技學習講座時，我便十分感興趣。我心想：「這個
同學以敲擊樂和柔美的笛聲分享自己的音樂故事，和觀眾
度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

透過校網發放預防肺炎的讀本及學科自學教材，讓同學在家學

講座到底會教些什麼呢 ? 」於是在好奇心的驅使下，

香港殘疾人
田徑錦標賽 2019

習﹔在第二階段透過 Ofﬁce 365 上載各科電子學習資源及教學短

我便報名參加這個講座。

同學在濃厚的聖誕節氣氛下收到聖誕老人送的禮物，
感到特別興奮。

片，讓同學在家中學習，按時瀏覽短片及完成課業﹔在第三階段

在講座上，不同學科的老師講解如何應用電腦

皇者之戰
2019

透過網上實時互動教學，安排同學使用視像會議軟件 Zoom 進行

程式來教學，例如有英文科學習軟件、閱讀課網上

學習活動，透過實時的學習模式，教師可即時評估同學的學習情

閱讀平台及數學科學習網等等。到了這時，我才發

況及進度，為同學的學習提供有效的回饋及適切的支援。

覺原來珮怡可以在學校學到很多運用資訊科技的技

這段日子的網上學習對於同學和家長雖然是全新的嘗試和

巧和知識，怪不得她跟我說很喜歡上學。當然身為

挑戰，但也增加了大家運用資訊科技的機會。學習不只是為了

家長的我，也在這個講座中親身體驗了不少上網的

學科的知識，還有態度及技能的培養，透過這停課的挑戰，我

方法與技巧，度過了一個充實的上午。

希望同學能在將來勇於面對不同的困難及挑戰。
教職員為家長講解不同

與各項田徑項目，爭取

佳績。

同學和教職員鬥志激昂，竭盡全力，
跑向終點。

停

四社填色比賽

學校旅行日

課在家的日子

江錦濠老師

高慧瑜女士 ( 鄭天朗家長 )

怎樣才能使同學從閱讀中學習呢？由於學校內有不同程度的同學，而同學有著不
疫症爆發令假期一再延長，家長都不知道

同的需要，處理閱讀上的能力差異成為最大的挑戰。本校圖書館透過不同的電子及實

學生何時才能正常上學。面對新冠肺炎病毒，

體閱讀材料，配合跨課程閱讀，培養同學閱讀的興趣，讓他們喜歡閱讀，從而能夠從

學生只可無奈地留在家中抗疫。我的女兒（碧

閱讀中學習。

晴） 和兒子（天朗）差不多每天都問我：「甚

隨著電子學習在香港越來越普及，本校於五年前試行電子閱讀計劃，希望建立同

麼時候才可以回校上課呢？」由此可見他們是

學從閱讀中學習的良好習慣及自主學習的精神。現在同學已能運用圖書館內的平板電

多麼的喜歡上學。我只好不停鼓勵他們多做訓

腦和電子平台閱讀各種類型的電子圖書，輕鬆學習語文。透過電子閱讀軟件，同學可

練，保持身體健康才可早日回校與各位老師及
同學在屯門公園內暢玩一番，
呼吸清新空氣。

知識產權講座

教職員和同學一起製作介紹日本文化
的壁報板。

同學見面。
有時候，碧晴和天朗也是會偷懶的，故意

同學踴躍參加填色比賽，
用心地完成每一份作品。

館又會張貼同學優秀的閱讀報告，藉此鼓勵他們持續閱讀，繼而從中學會閱讀。

繼續努力地訓練體能。

本校早年獲太平山扶輪社資助加建咖啡室—BMK Café 及室外閱讀區。除讓中學部學生學習

近日從新聞報道得知一個好消息，原來學

營運咖啡店及沖咖啡的技巧外，也使學生及教職員能一邊享用咖啡，一邊閱讀電子雜誌及休閒書籍，

校最快於 6 月便可以分階段復課。當碧晴和天

以輪椅代步的學生亦能體驗在咖啡室閱讀的樂趣。

朗知道在 6 月 22 日便可以上學時，都非常興奮

本校圖書館亦重視跨科組的合作，定期與中文、英文及常識科合作，共同設計閱讀計劃。例如

及期待，因為他們很快便可以再次見到老師和
練的情況

同學正學習怎樣尊重知識產權，
並認真地回答主持人的提問。

教職員一起學習如何推動個人發展正
面的元素，幫助學生全人發展。

圖書館曾以「閱讀世界盃」活動為題推行跨課程閱讀，配合閱讀有關的主題圖書，帶領同學走出課

同學熟悉的面孔及笑臉。最後，我在此祝大家

室，使用 VR 虛擬實境閱讀器體驗足球遊戲，提升同學的閱讀興趣。本學年圖書館繼續與不同科組

身體健康，能以健康的身體迎接復課日。

合作，配合「2020 日本東京奧運」主題，讓同學閱讀日本傳統童話故事及宮崎駿繪本圖書。

天朗在家訓練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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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版等有聲圖書。此外，同學還可選擇平板電腦以粵語、普通話或英語播放故事。

閱讀平台，每天自行閱讀各種有趣的文章，並完成合適的語文練習。另外，同學可在早會時段分享喜歡的電子圖書，圖書

提起老師及同學時，他們又會立即提起精神，

碧晴在家訓

以欣賞到多種優秀的兒童讀物，包括已數碼化的得獎圖畫故事、兒童故事和節慶大書

同學應從小培養閱讀的習慣，故此本校鼓勵同學從小建立每天閱讀的習慣。除了在圖書館，同學也可在家中使用網上

不想做功課及完成家居訓練課業，不過每當我

正向教育
工作坊

同學可掃描 QR Code 到 Ofﬁce365 網上平台，
隨時下載課業及觀看教學短片。

透過 多元閱讀，從閱讀中 學習

種類的學習軟件

同學發揮潛能，積極參

同學透過 Zoom 網
上 平 台， 便 可 安 坐 家
中 上 課， 與 教 師
即時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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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身穿日本傳統
服裝向同學介紹日
本童話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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