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墻上的咖啡 
張蕾校長 

    
自懂事起，每逢家人生日就會跟隨父母去坐落於

上海鬧市的紅房子西菜館飽餐一頓，每次最讓我癡迷

沉醉的是那杯濃鬱飄香的咖啡，自此和咖啡結緣了數

十年，對和咖啡有關的一切也會特別關注。最近在網

上看到一篇名為「墻上的咖啡」的短文，頗令人深省。

故事發生在洛杉磯一家有名的咖啡廳，一日，有位老

翁進入店中，他對服務生說：「兩杯咖啡，一杯貼墻上。」

之後，一杯咖啡被端了上來，但他卻付了兩杯的錢。

他走後，服務生就把一張紙貼在墻上，上面寫著：一

杯咖啡。這時，又有兩人進入店中，點了三杯咖啡，

兩杯放在桌子上，一杯貼在墻上。他們喝了兩杯，但

付了三杯的錢。服務生在他們離開後又在墻上貼上了

「一杯咖啡」的字樣。在偶爾來此消費的人們眼中，

似乎這種方式成爲了讓人費解而自然的常規。直至有

一日一位衣著與這家咖啡店的檔次極不協調的人走入

店中，謎團終於解開。這位衣衫破舊的男士坐下後，

看著墻上，然後說：「一杯咖啡」，服務生以慣有的姿

態恭敬地為他端上咖啡。那人喝完咖啡沒結帳就走

了，服務生隨即從墻上揭下一張紙扔進了紙簍…… 

咖啡不是大部分人的生活必需品，但它卻可帶給

人溫暖和清香，故事裏的窮人無需降低自己的尊嚴乞

討一杯免費的咖啡，但他同樣可享受到咖啡裏滲透的

美和愛。多付款的咖啡叫做待用咖啡，付錢的人未必

知道享用的時刻何時到來，但他相信一定會有這一刻

的出現。從事多重障礙兒童教育亦如是，付出和耕耘 

未必立竿見影，但一定可以在孩子成長過程中體驗收

穫的喜悅。墻上的咖啡滲入了濃濃的尊重和感恩，這

正是教育的價值所在，尊重每個生命的權力，用關愛

去鑄造孩子精彩的黃金時代，是特殊教育最迷人之處。 

在松嶺的九年，體驗到了生命中不同味道的咖

啡，苦中帶甘的 Espresso，香甜誘人的 Mocha，平

淡無奇的 Latte，愛惱交集的 Irish Coffee，憨直可愛

的 Cappuccino，每日希望留下更多的「墻上咖啡」。

孩子們的生命就像一把把咖啡豆，身受損而不墮其

志，無論環境多麼惡劣，都向四周散發出香氣、用美

好的情感感染周圍所有的人。選擇暫別雖有不捨，但

與選擇伴生的往往是希望，我會永遠記得松嶺的夕

陽、晨露，記得在這留下的一杯杯「墻上咖啡」，記得

每日清晨迎接我的每一張笑臉，前路如何，且看且行，

且行且珍惜。 



 

學校整體表現  

學與教 
 

「務實求變、同心邁進」，三校朝著三年的學校發展願景，一切以

孩子為先、從課堂開始以至走出課室，使學生的學習與生活變得更為

精彩。 
 

1）課程重點發展 

大肌／體育科為本年度校本重點發展的科目，課程小組與物理治

療師以中央課程為基礎，再按學生的個別化成長規劃（IGP）、大肌評

估以及粗大動作功能分類的級別（GMFCS）參照，共同建構以學生能力

為本、配合班級需要以及具學階特色的校本課程。課程中逐步增潤依

據單元所訂定的學階活動內容、學習目標、教學策略以及學習成果示

例，能有助教師為學生設計更適切、均衡、安全而有趣的體育活動。 
 

2）課後活動 

本年度學校更進一步為全校宿生安排了不同的課後活動，內容豐

富有趣，除延續學生的訓練外，亦著重培養學生在身心保健、休閒娛

樂等方面的興趣，透過教師、宿舍導師、治療師以及家長義工的合作，

能有助優化宿生的宿舍生活以及提升其生活素質。 
 

3）網上學生成長平台 

我們開始利用電子平台逐步為每位學生建立一份網上「學生成長

檔案」，以便全面地紀錄學生在不同階段的學習經歷及反映他們的能力

和專長，內容包括學生的個別化成長計劃、學科治療表現、學習經歷、

個人成就等。教師會為學生設計賦個人特色的檔案，期望發展成熟後

將進一步開放給家長閱覽，共同為學生生涯經營而努力。 

管理與組織 
 

2015年 6月初三校迎來了開校以來第一次教育局校外評核，外評人員持守「校情為本、對焦評估」

的原則，從「管理與組織」、「學與教」、「校風及學生支援」及「學生表現」等四個範疇對學校進行了全面

的考量。外評的形式包括觀課、影隨學生的學習活動、個別面見、閲覽文件及課業、小組會談等。6月 10

日外評人員與學校的管理人員進行了口頭回饋。在外評後的八周，教育局會向學校發出報告初稿，學校會

就此作出書面回應。在外評後的十四周，教育局會將學校回應加入外評報告的初稿，並向學校發出報告定

本，學校就此定本向持分者公佈結果。 
 

是次外評對學校來說是一次難得的「體檢」機會，適逢三十五歲的三校正值壯年期，擁有一定的發展

優勢及實力，更具備再上一層樓的潛力。而 2014至 2015年度亦是新的三年發展計劃的第一年，本著「務

實求變、同心邁進」的願景，藉外評所倡導的自我反省、力求卓越的精神，從學教核心出發，在人力資源

的調配方面更具彈性，隨著中層管理團隊的領導能力的提升，凝聚不同持分者，讓變革落實在課室內，讓

進步發生在學生中，使學校真正成為學生、教職、家長共同成長的平臺。 

物理治療師與大肌科協作課堂，
並參與發展大肌課程 

喜歡參與課後小組活動 

歡迎來到我的個人成長平台 



  
4）試讀計劃 

學校著重發展每位同學的需要，安排不同的學習支援計劃，本年

度嘗試安排匡群班張天藍同學每周到匡智松嶺學校上半天課，學習中

文、英文與常識，以更好發揮其學習潛力。 
 

5）內地交流計劃 

三校首次參與由教育局主辦的「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

內地交流計劃」，是次活動由學校教職員以及學生家長帶領三位同學走

出香港前往梅州。三日之行，除了讓各人增加對客家傳統文化、歷史

背景和建築等的認識外，亦透過與河源特殊學校的交流，增加學生在

風俗及教育模式上的認識。預告未來我們會帶領學生參與「中國心、

赤子情」計劃，期望透過不同的境外遊，能讓學生進一步融入世界、

增廣見聞。 

 校風與支援 
 

【攜手合作，同心邁進】：宿舍報告 
 

一向以來，宿舍部都致力為學生提供多元的課餘活動，為了進一

步豐富學生的生活體驗及滿足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本年度的課餘活

動嘗試以跨專業合作的模式進行，以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 
 

週一活動多姿采 

週一活動豐富又多元，我們會按學生的興趣及能力將之安排入不

同的組別，如單位一的活動有講故事、唱遊活動、製作簡便小食及到

公園散步等等，部份學生更會參與由治療組同事提供的復康治療活

動；宿舍三的健步兒則會參與戶外活動、歷奇活動、運動小組等等；

有見宿舍四的學生即將離校，會安排一些自理性較強的活動讓他們參

與，如「美食天地」，教授他們不同的烹調技巧及一起製作美食，讓他

們可以有更多的參與及學習，從而建立自信及提升獨立生活的能力。 
 

週二活動舒身心 

逢週二，我們會為單位一的學生安排感知遊戲及按摩活動，為他

們提供合適的感官刺激，以滿足其身心發展的需要。宿舍三的學生愛

玩也愛吃，我們將他們化身成「小廚神」，請他們自製水果餐，將各樣

水果製作成不同的美食一起分享；為了配合宿舍四學生的成長需要，

我們為他們度身訂造「男士天地」專區，會為他們作臉部護理，清潔

臉部粉刺及油脂粒，並為他們作臉部按摩，可預防或減少青春期引致

的暗瘡。針對性的活動務求能滿足每一位學生的需要。 
 

週三活動展活力 

逢週三，單位一的學生都化身成舞王、舞后，齊齊「勁舞 DANCING 

KING」，一起在舍內隨著音樂節拍舞動身體，亦有一些學生會到無障礙

花園參與刺激好玩的遊樂設施；宿舍三的學生活力十足，會安排他們

參與不同的競技遊戲，齊齊化身運動健將；宿舍四的學生則繼續進入

男士專區，享受腳底按摩及臉部護理。 

週一課後活動之逛公園 

松三義工隊之到老人中心探訪 

到梅州參加境外遊學，認識客家文化 

假日活動之在羅亞方舟中漫步 



 

  週四活動跨專業 

為了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跨部組的同工逢週四都會為各住宿生設計不同

的小組，如放鬆按摩組，為排便困難的學生按摩腹部，以減輕他們便秘的問題；

職業治療組會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感統及小肌訓練；尚有精英小組、輪椅木球

組、怡情小組、玩具圖書組等等，由老師或治療師負責帶領，宿舍同工協作參

與，以滿足不同學生的發展需要。 
 

週五活動顯關懷 

一般住宿生於週五都會有機會回家渡假，唯獨是孤兒生沒有這個機會，故

我們為孤兒生設計了一個名為「情牽計劃」的活動，將孤兒生與參與計劃的家

庭作配對，帶他們到參與計劃的家庭聚會，彼此一起共進晚餐、閒談分享、飯

後散步、輕擁撒嬌，讓孤兒生都可以感受到被寵、被愛、被抱、倍受愛護的感

覺。考慮到除孤兒生外，也有一些學生因著種種原因未能回家渡家，本年度我

們也將之納入服務對象，讓他們也能嚐到「回家」的幸福滋味，為了讓更多有

需要的學生受惠，本學期更增設了一個名為「我和校長有個約會」的活動，讓

孤兒生或長期留校生可以和校長一起外出飯聚，感受被寵、被愛的感覺，是「情

牽計劃」的另一個延伸活動。 
 

週六活動增見聞 

配合教育局的全方位學習，宿舍部逢週六都會為學生提供課室以外的學習

經驗，安排五育均衡的戶外康樂活動，期望學生能擴闊視野，增加生活體驗，

也加強學生與社區的聯繫，為融入社區生活作好準備。 
 

週日活動添閒適 

所有留校生會參與校內的休閒小組活動，如到花園散步、使用公園無障礙

設施、校內踏單車或跳彈床等等，也會不定期有義工到校服務及探訪。 
 

假日活動樂繽紛 

每逢學校的長假期，如聖誕節、復活節、新年、暑假等等，宿舍部都會為

學生提供一連串精彩多姿的戶外活動或校內義工探訪活動，如參觀博物館、泳

池暢泳、公園散步、欣賞畫展、參觀花展、各類體育活動等等。我們也注重學

生的德育培養，於上年度成立了匡智義工隊，讓學生也能參與義務工作，例如

賣旗活動、探訪長者等等，這都能展現學生的能力及樂於參與社會服務的精

神。除了有精彩的戶外活動外，於假日期間，也會邀請不同的義工團體到校服

務，如舞蹈表演、歌曲獻唱、魔術表演及集體遊戲等等。藉著定期的義工服務

及參與社區活動，以拓展學生的人際溝通機會，提升融入社區生活的能力。 
 

同心同行童向前 

我們藉著發展多元的活動，以滿足不同學生的需要，透過跨專業協作，為

學生訂定合適的課餘活動，過程中能充份展現三校的團隊協作精神。上述的活

動之所以能順利推行，除了各同工互相協作支持外，也有賴社區人士及義工們

的同行與鼓勵，因著他們的參與，學生們才可以有機會踏足社區，與不同的社

區人士接觸與溝通，從而增加了彼此的認識。十分感激曾協助過我們的義工團

體及社區人士，包括家友站、富通保險、港鐡、QUICK TRIM、醒目媽咪組、

貓頭鷹舞蹈團、以個人名義到校服務的社區人士及各社福機構等等。往後的日

子，我們期望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與孩子一起挽手並肩，同心同行童向前。 



 

  治療組報告 
 

職業治療 

職業治療組於 2015 年 2 月 27 日在校舉辦了專業實務培訓，主題為「安心

校園進食篇－民以食為先」，讓同事重温和體驗日常餵食的知識和技巧，並能在輕

鬆及愉快氣氛下研習，同事們均表現投入及積極參與。 

為提昇專業知識水平，職業治療組於本年度推行了一項行動研究，研究題目

為<保雲療法對改善肌肉群組的僵硬及縮攣和關節活動幅度的療效>。 保雲療法

源起於澳洲，並以始創人湯馬士保雲（Tom Bowen）命名。保雲療法是一種非常

温和的手法治療，透過調理筋膜（fascia）及神經系統，促進體內的自我修復和

調整機制，誘發身體達到結構性的、系統性的平衡狀態，可應用於肌肉創傷（如

頭、肩、頸、背、四肢等痛症及勞損）、結構性調整及內臟器官功能失調等病症。

手法為於患者身體的肌肉、肌腱或韌帶之特定點作出“驅動”（rolling moves），

引發肌肉的鬆弛感覺、筋膜的靈活性，並促進血液、淋巴及能量之循環，使身體

作出整體性之調節。近年香港職業治療學會已把保雲療法納入為職業治療其中一

種治療手法，並獲得職業治療管治委員認可。現香港有超過 100 名職業治療師已

考取保雲療法的資格。職業治療師何美香姑娘及陳子慧姑娘亦分別考取了進階及

基本保雲療法資歷，日常的工作亦加入了該治療手法，並獲得臨床效果。是次行

動研究目的是有系統地探究保雲治療的療效，四名患有上肢攣縮學童被選獲進行

每週一次的治療，整個療程共八次，並針對學童的肌肉張力、肢體的繃緊度、上

肢的關節活動幅度、精神狀態及開心度作為評估指標，行動研究尚在進行中，預

計會在暑假前完成。直至目前為止，根據臨床觀察及同事對學生表現的反映，保

雲治療對四位學童均有正面的效果，期望未來可向大家報告有關研究的結果。 
 
 
 
 
 
 
 
 
 
 
 
 
 
 
 
 
 
 

物理治療 

本學年物理治療部增聘了兩位復健助理，以及外購了每周兩日的物理治療服

務。人力資源提升了，服務人次亦提升不少：全校所有肌能障礙學生均有接受個

別或小組訓練，至少一星期三十分鐘，至少二十位具肌能障礙學生每星期接受物

理治療訓練多於三十分鐘，護脊小組由一組增至兩組，輸奶組的肌能訓練亦由隔

周改為每周進行，物理治療部總共入十班協作大肌課堂。本年度亦有十四位有較

高階運動能力的學生接受個別訓練，物理治療服務基本上已能涵蓋全校的學生。 

另外，物理治療部已於 2015 年 1 月舉行專業實務培訓，題目為「對技入座：

協助技巧分享」。讓同事重溫及研習協助學生轉移、穿戴器材、使用吊移系統等技

巧。 

此外，今年學校的關注事項是大肌課程建構，物理治療在大肌課程指引及行

動研究方面為教師提供了不少意見，期望未來物理治療服務能更好地滿全所有學

生的需要。 

物理治療師參與課後小組活動，
提升學生的跨越障礙物能力 

保雲療法 



 

  
【教職同心、邁向專業】：教職發展工作報告 
 
專業發展範疇 得著 

學校發展 

*本年度之《匡智會發展日》講題內容多元化，如生涯規劃、危機處理、自閉症、

蒙特梭利教育理論等，能激發同事們在工作上多思考，多求變，以回饋學生的不

同學習需要。 

*《中層領導培訓》由校長及中層主任透過閱書分享及個案研討，以「建構同步的

前線團隊」、「中層溝通帶動變革」及「領導文化互補」為題，中層主任認同活動

有助擴闊領導視野，加強對上下層的有效溝通及中層團隊互補的認識。 

教與學 

*《行動研究及說課分享》：數學、通識及大肌科按計劃完成科目行動研究及說課

分享，透過跨學階老師及科本專家、治療師協作支援，共同鑽研學習理論及教學

策略，促進對不同學習障礙如視障、認知障礙的深入了解，開拓視野思維。 

*《同儕觀課》：除恆常安排科主任每月觀課及同儕每單元互相觀摩學習外，部分

科目（數、常、通、大肌、音樂）亦配合發展性項目／行動研究共同透過研究難

點聚焦觀課 2－3 次，幫助調適初至中組學生的教學策略，反思如何提昇學生主動

參與、同儕互動及讓教學與學生生活的延展連繫。 

學生發展 

*《職業及物理治療組實務培訓》：幫助同事掌握吞嚥、進食安全、位姿轉移、配

戴器材及肌能訓練的有效方法。同事建議來年可邀請有興趣之家長／家舍職員參

與，讓所有持分者協力共同成長。 

專業群體關係 

*邀請伍國雄博士到校主講《生涯規劃與生涯經營》，伍博士將經濟環保理念滲入

生涯規劃中，警醒同工特殊教育的知識要隨時代轉變才能幫助孩子配合其真正需

要，教師與其他專業同工也要同步持續進行專業培訓與發展，方可讓學校整體能

壯健成長；在設計時也可考慮畢業後的局限，以幫助孩子在"匱乏"的支援下思考其

生存所需能力及應有態度；幫助他們過上有意義的休涯生活。 

*繼續聯繫松嶺學校及二校進行《匡智松嶺聯校觀課交流活動》，與友校共同分享

語文科多元教學策略，同工反映透過參考不同老師的教學模式、認識不同的教學

技巧／策略、了解不同的教學環境與文化，增強了專業交流及傳意技巧。 

個人成長 

*《興趣小組》擴展引入更多部組（支援服務員）參與，讓不同職種同工能有效透

過 karaoke、棋類、糕餅製作、太極及 x-box 等多元化活動放鬆身心及促進溝通，

並將休閒知識（如 x-box）引入大肌教學。 

 

職業治療實務培訓 

生涯規劃講座 

教職興趣小組之 x-box，模擬滑雪比賽 



 

  

壁畫 

本年度學校得到滙豐銀行義工隊的支持，進行了兩次畫壁

畫的活動，希望繼續為學生打造一個生動活潑及色彩豐富的校

園環境。我們在二樓的休閒區旁畫了兩張大型壁畫，圖畫以學

生為藍本，描繪一群天真漫爛的孩子在校園開心學習的情境，

還邀請了學生們與義工一起參與製作，過程十分融洽愉快，義

工們除了完成壁畫外，更協助學校重新粉刷二樓的欄杆扶手

呢！ 
 

後花園輪椅徑 

學校後花園除了讓學生作休憩之用外，亦提供了一個重要

的學習實景，不同的學科均會在花園進行實地教學，讓學生體

驗大自然並從中學習相關知識和態度。有鑒舊設計限制了輪椅

學童在草地邊上觀賞或探索植物，故在草地上加設了輪椅徑好

讓學生能環繞整個花園，同時，未來校舍環境設計組亦會重新

規劃花園的種植區以進一步優化學習場地。 
 

Van Zuiden 慈善基金捐助之復康器材 

承蒙 Van Zuiden 慈善基金的捐助，本年度物理治療部利

用捐款購買了四部新的助行架，以增加校內助行架數量，從而

增加學生步行的機會，以提升他們的步行能力。而且，新的助

行架配備良好的承托與輔助，部分學生使用助行架後，步姿大

有改善。有學生更能在助行架的輔助下自行昂首步行，表現令

人鼓舞！ 

 學校設施  

 學生動向  

畢業生名單 陳凱倫、梁天恩、黃冠綸 

離校生名單 Bura Aaryan 

延讀名單 廖婉儀、廖潔儀 

 

Bura Aaryan 

「再見了，三校的好友！」 

陳凱倫 梁天恩 黃冠綸 



 

 

 

  

 學生活動剪影  

全方位  

活動  

「印度貴族」在聯校畢業禮上贏得掌聲 

我負責在社區建設日中迎賓，笑容夠燦爛嗎？ 

我們在劇中飾演兩爺孫，像嗎？ 

社區建設日的運動健將大顯身手 

今年的全方位活動除了延續過往的節慶活動、戶外活動、校內外表演及競逐各界獎項外，在活動內

容的設計方面更彰顯與課程的配合。例如在節慶活動中，老師們著重以表演、短片、講故事等多元化的

表達方式，將節日的由來及民間傳統展現出來，同時設計相關遊戲和問答環節，加深學生們對中西節日

的認識和理解，不但注重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亦讓學生在多元化活動中經歷德育及公民教育、智能發

展和體藝發展等元素。 

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和富衛 X 匡智「活出我今天」獎勵計劃是本年度新增獎項，本校學生亦憑

不斷努力和改進，奪得殊榮。此外，今年綜藝表演節目「友‧遊大世界」在聯校演藝交流和匡智會聯校畢

業典禮中的演出亦獲得好評，得到了最佳演員獎和最佳造型設計金獎，令參與表演的師生十分鼓舞。 

參與全方位活動是豐富學生隱性課程的重要環節，安排適切的活動讓學生參與，可滿足他們多方面

不同的需求。而表彰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全方面的表現，讓他們的成就得到社會各界認同，更是對學生全

人發展和成長十分重要。 

警察義工扮的聖誕老人好慈祥 

大型及 
特備活動 



 

 

  

我與媽媽暢遊迪士尼 

 
用 IPAD做主持，冇難度啦 

復活節 ‧ 齊尋蛋 

乘風航活動刺激又好玩 

小羊與大羊，一起賀新年 

史路比來到三校探我們 

於「肌能挑戰日」學習打壘球 
展能運動會上施展威風 

恆常活動 
及月會 

友校運動會上表現不俗 



 

 

  課 堂  

學 習  

肥皂泡泡真好玩 

我最愛看金光閃閃的東西 

悉心栽種小花苗 

郊外旅遊也不忘學習 

我似 BAND友嗎？ 

買什麼好呢？ 

小學  

我是大畫家 

我選了「喜歡」卡，學習表達意見 

原來巴士的車輪圓轆轆 



 

 

  

環保分類我最醒 

輪椅木球對賽 

高中生服務他人冇難度 

我要做廚神 

排列流程圖我最叻 

你彈結他我跳舞 

看我們多專注討論研習課題 

中學  



 學生成就  
 

 

 

 

 

 

 

  

2014-2015年度學生獎項 

參與項目 獎項 學生姓名 

第 33 屆蜆殼／港島青商 

展能學童獎學金 
最佳進步獎 關浪然 

第六屆「我的廚房」 

烹飪比賽 
嚴重融合組金獎 陳俊熙 

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運動員獎學金 廖婉儀 

富衛 X 匡智 

「活出我今天」計劃 
傑出表現及持續進步獎 張泊然、曹家齊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上游獎學金 關浪然、李可怡、鄭忠鵬 

第十屆聯校演藝交流活動 

最佳演員獎 梁景添 

最佳造型設計金獎 

莊卓朗、王之奇、劉嘉祐、吳壹洛、 

梁景添、羅駿逸、陳永康、朱俊謙、 

鍾曜禧、聶子僖、陳運泰、呂卓珊、 

黃兆軒、陳碩 

匡智會聯校畢業禮 
服務獎 劉嘉祐、許家銘、陳俊熙 

勤學獎 雷淯淇、聶家寶、黃兆軒 

友校運動會 接力賽－季軍 陳天保、邱悠美、廖婉儀、梁天恩 

展能運動會 

第一名 
陳碩、張亦琳、朱俊謙、 

Aaryan、何泳諃 

第二名 
邵子辰、孫楚詠、鍾曜禧、 

陳菁怡、聶家寶 

第三名 呂卓珊、許家銘、張泊然 

第四名 聶子僖、曹家齊 

第五名 胡雅文 

大埔區小學承諾 

「企硬唔 take 嘢」 
最佳宣傳銅獎 

張天藍、張亦琳、孫楚詠、許家銘、 

曹家齊、胡雅文、關承睿 

大埔區好學生獎勵計劃 

表現突出學生 張天藍、何欣彤、陳柏儒 

成績優異 

梁曉嵐、江嘉麗、周子昊、施汶朗、 

李巧悠、陳柏儒、張泊然、何泳諃、 

黃湘喬、聶子僖、雷毅然 

飛躍學童獎勵計劃 

進步範疇：投入參與 鄭忠鵬 

進步範疇：專注力 
文馨悅、雷毅然、雷淯淇、 

劉秋妤、關浪然 

進步範疇：獨立能力 謝豐珈 

進步範疇：積極主動 陳俊熙、袁駿樂 

進步範疇：溝通能力 陳弘毅、陳永康、鄭君柔、朱俊謙 

進步範疇：個人成長 
SINGH HUSANPREET SANDHU、 

聶家寶、陳菁怡 

進步範疇：自理能力 黃湘喬、成雨晗 

進步範疇：情緒管理 胡雅文 

進步範疇：服務方面 許穎彤 

 



 宿舍生活剪影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狗醫生到訪，好特別的經歷 

中大詩歌班到訪，樂韻悠揚 

學生得獎

瞬間  

「我的廚房」烹飪比賽嚴重融合組金獎 

校內  

蜆殼／港島青商展能學童最佳進步獎 

展能學童 

大埔區好學生獎 



  

坐船遊維港，愜意又浪漫 

圖書館內仔細閱讀 

義工與我，花海留影 

暢遊公園，影張靚相 

我與義工哥哥玩得很開心呢 

課後敷面膜 

課後木球小組讓我一展所長 

校外  



  

維園花展，人比花嬌 

工展會上，先試後買 

做小義工，幫忙賣旗 

公園休憩地，石春路是好選擇 

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雞蛋仔好像真的呀 

參觀文化博物館，齊來大合照 

我和校長有個約會 



家長及教職員分享  

銅豌豆                  

傅紅芬女士（成雨晗媽媽） 
 

雨晗漸漸長大，每天來回松嶺的這條路越走越熟，我的心亦變得越來越堅硬（強），好似元

朝著名劇作家關漢卿筆下的那顆“銅豌豆”：蒸不爛、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的銅豌豆。可在

好多年前，我肯定沒有勇氣如此比喻自己。要知道，2008 年 8 月入學第一天，雨晗爸爸是哭著，

我是提著心吊著膽離開學校的。 

回首來路，心懷感恩。三校幾經變遷，不變的是她的情懷和初心。Children come first （以

孩子的需要為先）。從羅婉貞校長到張蕾校長，從鄭美珠姑娘到潘靜菊、嚴海燕姑娘，從一個個

課室老師，治療師到宿舍的姨姨姐姐乃至護士，支援姐姐，原諒我無法盡數你們的名字。是你們，

讓我與雨晗一起見識了香港特殊教育工作者的專業與敬業，以及不斷改善進步的可貴勇氣。正是

你們看似平凡卻絕不平凡的付出，如涓涓細流，無聲潤澤我們有著強烈特殊需要的孩子；正是你

們日復一日傾注的無比耐心與愛心，讓我們在巨大的命運玩笑前，有勇氣抹幹眼淚，繼續前行。 
 
 
 
 
 
 
 
 
 
 
 
 
 
 
 
 
 
 
 
 
 
 
 

雨晗是一個比較好動活潑喜歡探索周邊事物的女孩，初入學時班主任張宇梅老師特意給她安

排較多職業治療，加強運動與感統，並曾長期進行歷奇訓練。記得有很多歷奇項目都是因地制宜，

在學校或附近山頭完成。學校又同時加強雨晗的自理能力培養，從刷牙、吐口水、吃飯、如廁、

運動到騎單車，雖然如蝸牛一樣緩慢，但學校老師、姨姨從來沒有放棄。也曾記得為了雨晗一條

腿走路時莫名其妙有點瘸，在我認為可能她自己撞到某處而不自知，學校各部門卻堅持按照流程

查找原因，至今我仍保留那一份記錄，精確到幾點幾分，雨晗在某處停留。也記得不久前為了雨

晗感冒發燒，是否該留在病室，我對老師以及護士站都有些誤會，學校之後馬上開會檢討流程，

令家校溝通順暢無礙。基於這種種切身經歷，我常和一些有點茫然的新生家長說，有甚麼事情與

問題甚至誤解困惑，你們一定要積極及時與學校溝通，互信是基礎，而三校的傳統就是一直對家

長開放着這扇溝通的大門。學校與家長之間，亦如兩顆心的碰撞，需要相互信任支持，才可同心

同行，雙贏共生。 

我常想：我們這樣的家庭，假如背後沒有三校這個溫暖有力的港灣，我們的字典裏還能輕易

有幸福兩字嗎？至少對我而言，恐怕連日常的生活程序都無法維持，更何況還能重新回歸職場。

到今天，我們可以坦然面對，甚至可以在唇邊笑出一朵花。深深感恩三校，讓我從軟弱無力中蛻

變成一顆可以更多照拂雨晗，照拂全家的銅豌豆！ 

  



陳琳娟女士（莊卓朗家長） 
 

從職場退下來成為全職媽媽的我，當初放棄工作的

目的是想有更多時間陪幼子做訓練、跟進長子學業及家

務，事事都想做得更好，怎知並不如期望，結果給自己

造成壓力。期間得到老師開解及安慰，學懂調節自己心

態。在成為學校家長教職員會的家長委員後加深了對學

校的認識、有更多機會跟老師溝通及了解幼子在學校的

生活，得以改善一些照顧技巧。做執委期間更作了新嘗

試，如第一次擔當聖誕節活動司儀，既緊張又有趣，在

過程中和孩子都玩得很開心。另亦參觀了成人院舍及認

識成人服務的種類，了解孩子將來的出路。還有參加學

校舉辦的活動，認識不少同路人家長，在彼此互相扶持

下就更有勇氣邁向前路。 

  

「新春吊飾」工作坊 

「愛‧分享」華麗親子聖誕舞會 

家長活動

剪影  

「親親大自然」家長同行郊遊樂 

李芝融先生(李彥汶爸爸)(左四)獲得
「與你同行」獎勵計劃卓越大獎 



 

參觀匡智粉嶺綜合復康中心 

參觀可愛忠實之家 

「彩繪心靈」表達藝術治療家長小組 

「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講座 

家長義工協助剪髮服務 

家長教職員會周年大會 



 

 

  

愛的傳承                                                 

愛： 

時間飛逝，轉眼間在三校已渡過了三十多個寒暑，離別在

即，總有點依依不捨。 

 

冰： 

oioi，這三十年一定有好多故事吧！可否講些來聽聽啊？ 

愛： 

九月份開學時，看見你們幾位新入職的同事，年輕、活潑，

充滿著對工作的熱誠，心中悸動悠然而生。回想當年有一

次在課室內看見一隻大蟑螂，我驚叫一聲，然後跳上了桌

子，驚魂甫定，赫見學生小碧也爬上了桌子。同事幫忙處

理好蟑螂後，只送上一句：「你把學生也嚇壞了！」讓我

感受到三校的傳統－「children come first孩子為先」，

我明白了我的行為，會直接影響到學生，所以要小心謹

慎。「孩子為先」的意念，相信在三校也隨處可見，要說

的故事也俯拾即是，相信這愛的傳承，會不斷地延展下去。 

冰： 

我都感受到以孩子為先的理念充滿了整個三校。在三校，

我感受到大家對我的關心，都很樂意幫助我盡快適應三校

的教學。 

愛： 

這就是三校的另一個傳統囉！記得在三校的第一個中秋

節，教同學認識菱角。當時對家務事一竅不通的我，剝菱

角時居然「剝」開了自己大拇指，傷口相當深，同事見我

表情有異，馬上來幫我處理傷口，我感到被深深的愛包圍

著而忘了手指的痛。今日，手指的癒合的痕跡仍依稀可

見，這就是「愛與關懷」的印記。其實這類小事情，經常

會在三校發生，你我都曾經歷過，相信這愛的傳承，會不

斷地延展下去。 

冰： 

聽了周老師的往事，不禁幻想三十年後會是一個怎樣的

我。我會以每個學生的需要為先，想像那時會有很多經

驗講給新入職的同事聽，會與同事相愛相關懷，我的課

堂將會豐富多彩。我明白在三校的日子，我們在一點點

地累積那些感動別人也感動自己的故事，等待某天回望

過去，巴不得再次經歷同樣的職業生涯。 



 

 

 
 
 

捐助者名稱 捐贈項目 

In Memory of Mrs Joan Helen Baker 校園設施及學生活動 

Miss Choy Yuen Kay Elaine 美化校園環境 

Ms Lau Yee Wah（關浪然家長） 校園設施及學生活動 

Sunnyside Club Ltd. 聖誕聯歡津貼 

The Hong Kong Medical Association 兩部血氧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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