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成就

校園 小記者

學生園地

獎項

六位小記者透過照片記錄他們在學校的點滴，讓我們
一起來欣賞他們的作品。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黃嘉穎、GUL AQSA

陳德強獎學金

吳柏霖、歐珮怡、曾

上游獎學金

徐寶晴、張恩賜

葛量洪特殊學校學童獎

俞成浩、恩 朗、莫子毅、
唐肇謙、ANIANA JAYDEN

獎項

望甲班楊嘉瑩
我很懷念疫情前我們在舞台上進行的所有活
動，這裏滿載着大家的歡笑和喜悅。

望甲班曾星
這是我們每日做運動的地方，謝謝各位治療
師不辭勞苦地為我們設計合適的治療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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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朱梓樂、黃梓濠、吳柏霖

童你說故事（故事寫作比賽）

陳靖妍（組別二第一名）
吳柏霖（組別二第二名）
謝踔柔（組別三第一名）
楊嘉瑩（組別三第二名）

童你說故事（說故事比賽）

葉采兒（組別一第一名）
楊嘉瑩（組別三第二名）
陳靖妍（組別三優等獎）
謝踔柔（組別三優等獎）

階梯閱讀空間2022

校內最傑出學生獎
第一名 姚心悅
第二名 吳柏霖
第三名 許汶康
校內最優秀學生獎
第一名 姚心悅
第二名 吳柏霖
第三名 戴梓穎

Hyread有獎閱讀活動
零病毒安心e閱讀大激賞

吳凱賢

哈佛圖書獎

方凱晴、黃曉彤、田子俊

望甲班唐濬森
圖書館提供了一個寧靜的環境，讓
同學專注地閱讀，學習新知識。

望甲班賴喜
斜道左邊有了許多花朵裝飾，右邊牆上展
示了同學們的視藝科作品，為校園環境增
添不少藝術氣息。

星

閱讀大挑戰2122積極參與獎

望甲班王穎晞
它是一個讓人放鬆的好地方，在裏面我可以
看喜歡的影片和動畫。

望甲班謝踔柔
我喜歡這個地方，因為這裏有很多
圖書，也可以供同學玩桌上遊戲。

《聯 繫》

得獎學生

校 園 放 大鏡
早會升旗禮

幸福 24 話劇

教大學員參觀

視 藝 科 學生作品

Ali

海底世界

張樂謙

植物世界

盧逸怡

何淽悠
神奇電話

植物世界

唐肇謙
神奇電話

徐希瑜
神奇電話

貼地址

莫嘉亮
神奇電話

同學在早會升旗禮擔任旗手，
有助培養國民意識。
透過精彩的話劇表演，能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
觀和正向的態度。

朗誦節
允呈

海底世界

劉梓雄

植物世界

童你說 故 事

陳凱欣

莫子毅
神奇電話

蝴蝶（拼貼）

譚雅研
神奇電話

鄭柏奇
神奇電話

編輯：江錦濠老師

孫青青老師

劉紫翹老師

Yes, I Can!

粵語：

English:

望甲班楊嘉瑩

潘妙真老師

謝惠芝老師

朱哲夫老師

李尚謙先生

顧問：黃景聰副校長

Alvin then put the pot over the fire. He

展他們的潛能，提升其獨立能力和自信，協助他們融入社會。協會所提供的服務分為四個核心範疇，包括「兒童及家庭支援服

西。」正在此時，他看到人類正烹調香噴噴的食物。他立即對他

ﬁlled it with carrots, herbs, spices, and water.

務」、「特殊教育」、「成人服務」及「社區支援服務」。現時協會轄下共有超過80個服務單位及專項計劃，每年為超過20,000

的朋友說：「我也可以煮東西的。」他的朋友—大象 Elsie 和松

While waiting, Alvin started to sing and dance.

鼠 Sully 望了他一眼，然後大笑起來。

His friends also joined him. After singing and

個家庭提供常規服務。

普通話：

dancing, they were tired and hungry. So, Alvin

歌載舞地烹調，還發現農夫非常喜歡碟子上煮熟了的蘿蔔。Alvin
飛快地跑回森林去，並在途中找到泥鍋、樹枝和枯葉。接着，又
請他的飛龍朋友 Dimpy 往樹枝和枯葉噴出火焰。

put the fire out and served them the cooked carrots. "Wow!"
Sully was surprised. "It's delicious!" Elsie exclaimed. "I have
never tasted anything like this before", said Dimpy. "See? I can
do it!" smiled Alvin. Since then, Alvin was known as the Dancing
and Singing Chef.

校長向教大學生介紹「引導式教育」的理念及學
校如何將治療元素融入課堂之中。

香港香港耀能協會(協會)創立於1963年，以「耀承所授 卓越展能」的信念，為不同年齡的殘疾人士提供多元化的康復服務，發

兔子 Alvin 很討厭吃生的蘿蔔。他想：「我想嘗試新的東

第二天，Alvin 到森林附近的農夫家裏去。他看到農夫正載

港大學生參觀圖書館

協會簡介

聯絡我們

香港耀能協會羅怡基紀念學校
地址：新界葵涌葵合街22號

22 Kwai Hop Street, Kwai Chung, N.T. Hong Kong

電話：24247766
傳真：24228230
網址：http://www.bmkms.edu.hk

總辦事處
地址：香港北角百福道21號17樓
電話：2527 8978

傳真：2866 3727

電郵：ho@sahk1963.org.hk

職業治療師向教大學生示範如何使用輔具，協助
學生減低書寫方面的困難。

同學通過不斷的練習，最終在朗誦節中取得
優異成績，更提高了個人自信心。

港大學生透過參觀本校圖書館，進一步了解
特殊學校圖書館的設施及圖書館主任推廣閱讀
的心得。

校 園 放 大鏡
學校交通指導訓練

DSE 考試

家中訓練小分享

家長專頁

大家想了解教職員的興趣嗎？透過以下教職員的分享，我們可以認

教職員員地

識他們的個人興趣及專長，或許你也能從中發掘自己感興趣的活動呢！

多才多藝的教職員

黎德偉先生
蘇裕程主任

莫慧茵姑娘

如何在家中與子女一起做運動？

服務員經過交通警察的指導後，提升指揮交通的技巧，
保障學生的安全。

本校有幾位高中同學參加了2022中學
文憑試，
努力完成挑戰。

學會活動

李民月女士（楊暟茵家長）

女兒於2005年學揚

大家好！我是楊暟茵的媽媽。疫情下我們的子女有較長時間在家中學習
及活動，我認為如果家長能善用這些餘暇時間，對子女的成長及學習必然有
所裨益。故此，我想透過這次投稿的機會和各位分享，家長可如何在家中與
子女一起做運動。

琴，我當時也覺得這樂器
很有趣。於是自2006年

我和暟茵輪流扮演小老師，示範做運動的姿勢。

首先，讓子女扮演小老師進行體能訓練，可以鼓勵他們主動做運動。我
和暟茵曾經試過輪流扮演訓練小老師，互相示範怎樣做運動，她十分享受扮
演小老師做運動，我也從中獲得做運動的機會呢！另外，家長提供適當的讚
賞和鼓勵也十分重要，藉以提升子女做運動的動機。當子女能成功完成體能
訓練目標，家長應給予適當的鼓勵，例如口頭讚賞或熱烈的掌聲。除此之
外，家長讓子女從遊戲中做運動，更能使他們享受運動的樂趣。我希望暟茵
能養成每天做運動的習慣，讓她明白運動不是一種沉悶的訓練，而是一種有

跨學科主題活動

即使以網上平台形式進行學會活動，同學們仍積極參與，十分投入。

線上旅行日

學習揚琴，學了一年左右

更考獲獨木舟三星章。

後已經有演出的機會。經過不斷努力，最終考獲八級資格
以及一級樂理（最高級）。

彭展雯姑娘

爸爸是一名廚師，也培
養了我喜歡烹飪的興趣。烹

黃愛雯主任

飪的過程中縱使偶爾會失

益身心的小遊戲。

通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啟發同學不同方面的潛能。

起，我也在醫管局中樂班

我熱愛水上活動，

跑步能鍛鍊意志和毅力！
我熱忱參加馬拉松比賽。

敗，但是經過改良和嘗試

2018年，教會舉辦插花班的緣故，讓

後，我嚐到了成功的滋味，

我開始了學習花藝之旅。不經不覺已學了4

那是十分難忘的。

年，由純為興趣學習至報讀證書課程，我不
單沒有覺得厭倦，反而感到自己的眼界擴闊了，更讓我見識

和子女一起在家做運動不但能提升他們的體能，伸展不同的肌肉，更能
拉近彼此的距離，促進親子關係。我希望各位喜歡我和暟茵的小分享，從此
善用子女在家的時間，一起做運動吧！

到花藝的博大精深。插花對我來說是一項減壓的活動，過程
是把「沒有變成有」，把簡單的
花材剪剪插插，變成有型態的花

暟茵在家中做伸展運動，鍛練核心
肌肉力量，加強驅幹的穩定度。

藝作品，這是一個十分「治癒」
的過程。每次看到製成品，都帶

照顧者 鬆一鬆 —微景觀 盆栽制作

給我成功感和滿足感。

家有寵兒

家有狗狗的教職員

從寵物的一生看生命教育
劉紫翹老師
大家想認識教職員的家庭成員嗎？這次為大家介紹教職員家中
的特別成員—寵物。如果同學也有飼養寵物或喜歡小動物的話，
中文、常識及體育科進行跨學科問答比賽，讓學生
把所學到的知識融會貫通。

中華文化日

「照顧者鬆一鬆」微景觀盆栽製作活動
江麗貞女士（江錦濤家長）

本校首次舉辦實時線上旅行日，同學隨著導遊的步伐，
一同漫遊中環的歷史古蹟。

歡迎與一眾教職員交流飼養寵物的心得，認識更多不同的寵物。

黃焯楠老師的寵物 包包和妹妹

雖然寵物的生命比人類短暫，但卻讓我們意識到生命的可貴，
學會尊重並珍惜生命。但牠們帶給活着的人無限的回憶和滿滿的

我親手用各種植物製作
喜歡的微景觀盆景

我把製成品放在家
中的魚
缸上，與家人一起
欣賞它
的美態。

本年六月二十四日，我參加了由家職會舉辦的家長
活動—「照顧者鬆一鬆」微景觀盆栽製作。在這個活
動中，家長們可以嘗試親手製作微景觀盆景，構思一個
微型生態系統，學習種植技巧及護理知識。家長們又可
以運用各類型材料，製作個人化的生態盆景，享受一個
悠閒快樂的藝術體驗。

愛。與寵物一起相處的日子中，我們學會如何去愛，相處的過程充
滿歡笑和喜悅，也有難過與悲傷的時刻，這一點一滴匯集成生命中
的養分，讓生命再也沒有任何遺憾。
張詩敏主任的寵物
仔仔

家有貓貓的教職員

在導師的指導下，我親手將不同顏色的植物及小擺
設放進一個精美的玻璃容器內，按著自己的心意展示它
們獨特的美態。最後，我終於成功完成自己的微景觀盆
景了！我滿心歡喜地把這個製成品帶回家中，並與家人
分享當中的喜悅。
同學除了欣賞中國傳統雜耍表演，還可以親手製作各類型的傳統手工藝，
體驗中國數千年的文化瑰寶。

張寶文姑娘的寵物 威威

黃嘉雯姑娘的寵物 叮叮和豬豬

葉倍榕老師的寵物 豆豆

曾浩先生的寵物
Mango

黃嘉雯姑娘的寵物
芊芊

劉紫翹老師的寵物
菲菲

家有兔兔的教職員

家有龜龜的教職員

康愷軒先生的寵物
燒腩仔

楊穎妍主任的寵物
奸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