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濟醫院董事局教育部
地址：香港新界荃灣仁濟街 7至 11 號仁濟醫院 C座 10樓

電話：(852) 2416 8821

傳真：(852) 2409 2123

電郵：education@yanchai.org.hk

網址：www.yanchai.org.hk/edu.php

承印及設計：小樹苗創造館有限公司

非賣品，歡迎轉載，惟必須註明出處

編  

Vol 
FEB / 2021 013

話者

PLus

  雖然暫停面授課堂，學生有一段時間未能踏入校園上

課，但各院屬學校依然花盡心思，趁這段時間翻新校園環境

及增添富趣味的設施，期待學生回校時感受不一樣的學習新

環境。詳情請翻閱第３至６頁。

  新的事物除了在校園環境外，我們亦有新老師加入。在

院屬幼稚園／幼兒中心團隊，一向是以女性員工為主力，今

年我們有２位男老師加入幼教大家庭，為一般以女老師為主

流的職場增添了新動力。我們了解過他們在工作上的體會，

請翻閱第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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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計劃
與全港學校共同攜手推動品德教育

  仁濟醫院董事局於 1998年成立「仁濟醫院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基金」，推出全港唯一由非牟利慈善機構主
辦的「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計劃」，旨在協助全港學校推動品德教育及公民教育，加強學生的品格薰陶與公民責

任培訓，並提升其德育修養與公民意識。

「第二十三屆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計劃」入選學校名單
（各組別排名不分先後）

●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課程發展）陳碧華女士（前排右三）帶領評審委員會
成員進行評審工作

「第二十三屆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計劃」

共收到 107份計劃書，由教育界先進及仁
濟董事局代表組成的評審委員會，於 2020
年 11月 18日進行評審工作，並按呈交計
劃書的數目比例，選出分別為幼稚園 12
項、小學 31項及中學 17項，合共 60項
入選計劃書，每項獲頒獎金 5,000港元。

有關計劃詳情，請掃

瞄二維條碼：

幼稚園組 小學組 中學組

仁濟醫院嚴徐玉珊幼稚園 滬江小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五邑司徒浩中學

仁濟醫院董伯英幼稚園 /幼兒中心 鳳溪第一小學 青山天主教小學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基督教宣道會茵怡幼稚園 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香港培正小學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仁濟醫院永隆幼稚園 /幼兒中心 仁德天主教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一小學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仁濟醫院郭子樑幼稚園 /幼兒中心 保良局金銀業貿易場張凝文學校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東華三院呂馮鳳紀會念幼稚園 獅子會何德心小學 德望小學暨幼稚園（小學部） 玫瑰崗中學

珈琳中英文幼稚園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仁濟醫院方江輝幼稚園 /幼兒中心 天主教聖華學校 潮陽百欣小學 北角協同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幼稚園 青松侯寶垣小學 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明愛胡振中中學

仁濟醫院蔡百泰幼稚園 /幼兒中心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保良局田家炳兆康幼稚園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明愛聖若瑟中學

仁濟醫院林李婉冰幼稚園 /幼兒中心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禮賢會恩慈學校

浸信會天虹小學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 天水圍香島中學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英業小學 鳳溪創新小學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李求恩紀念中學

港澳信義會小學 陳樹渠紀念中學

道教青松小學 高主教書院

仁濟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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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熱話

靚中 x STEM Café x 中藥園
創設 STEM 自主空間 提供多元學習經歷

創科實踐  多元學習

智能耕種  文化傳承

● 學生透過 Node-RED程式數據網站，實時監
控中藥園智能感應器收集的數據

● 學生參與咖啡拉花工作坊，為營運
STEM Café作準備

● 學生和教師為 STEM Café 設計及製
作燈罩

● STEM Café設有展覽區，展示不同的創科作
品，如人工智能、3D打印成品及機械人等

  STEM是香港教育的新趨勢，學校透過教導學生靈活運用科學、科技、
工程及數學各方面的知識，培育學生的創意思維及創科技能，面對時代的

新挑戰。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下稱「靚中」）運用生活化及循序漸

進的方式，從多角度推行 STEM教育。同時，優化校園環境及設備，為學
生創設不同的學習體驗。

  靚中自 2015年起致力推行 STEM教育，並於翌年成立學界首間「創
客空間」（LCP Makerspace），配合不同的創科課程培訓，讓學生勇於
創新，實踐所想。為持續推動創客文化及提供更多 STEM自主空間，靚中
在 2019/20學年創設「STEM Café」。

  STEM Café以咖啡室為主題，當中的設備、傢俬及布置均由師生共同
構思及動手製作而成，藉此為學生帶來一個輕鬆的創科學習體驗。STEM 
Café設有不同的創作空間和角落，更設有展覽區，展示各式各樣的跨學科
作品，例如人工智能、3D打印成品、Android遙控智能車及機械人等，讓
師生分享成果。

  此外，靚中計劃在 STEM Café增設生涯規劃活動─咖啡拉花師職場
體驗，由已受訓練的學生負責營運咖啡室，為學生創設多元學習經歷。

  「中藥園」是靚中集科技教育及中草藥種植於一身的發展計劃。學校
將「神農本草‧智能耕種」編入中一級課程，教導學生智能耕種的原理和

操作，並讓他們運用 Node-RED程式自行設計的數據網站，監控中藥園各
感應器收集的數據，如泥土酸鹼度及濕度等，作出適切的調整。同時，中

藥園內每種中草藥均附有說明，學生只需掃瞄二維條碼即可瀏覽其簡介、

藥性及功效，從而提升學生對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中醫藥的認識及興趣。

03



一生多體藝‧優化校園設施 趙小國際機場‧豐富校園語境
  趙小近年積極推行「一生多體藝」培訓計劃，為
學生提供接觸不同體育、音樂及藝術項目的機會，讓

他們發掘自己的興趣，陶冶性情，發揮所長。學校在

花園旁增建一幅攀石牆，攀石運動對學生極具挑戰性，

除鍛鍊學生體能外，亦能增強他們的抗逆力。另學校

亦在小田園旁建設「趙小廚房」，讓學生體驗煮食的

樂趣，培養他們在不同領域的能力。

創新學習‧成就夢想
  趙小為學生提供創科學習及實踐的地方，運用優質教
育基金約 180萬撥款，開設「創新科技中心 STEAM Lab」
及即將建成的「創新學習中心 Maker Lab」，讓學生發揮創
意，動手做，動手學，盡展潛能。

  為擴闊學生眼界，趙小操場搖身一變成「趙小國際機
場」。校園美化小隊在操場的柱子上繪畫不同國家的特色

建築、食物及物品，當中更融入英語元素，藉此增強學生

對世界各地文化的認識，三位外籍教師亦不時與學生互

動，豐富校園的英文語境。學校計劃於「趙小國際機場」

舉行多元英語活動，讓學生走出課室，活學英語。

走進藝術世界‧正向教育
  趙小特設「藝術遊蹤」，擴闊學生的藝術視野及
提升其評賞藝術的能力。學校在各層特別室對出的走

廊牆壁上，運用不同藝術家的風格，繪畫與特別室相

呼應的藝術作品。「藝術遊蹤」更與不同科目的知識

連結，讓學生學習不限於書本中的文字，而是充滿藝

術色彩且活潑的知識。同時，教師透過介紹藝術家的

生平素養及作品特色，配以生命教育課程，培養學生

正向思維。

趙小大變身打造創藝校園
營造英文語境 助學生展潛能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下稱「趙小」） 致力提供優質全人教育，營造愉快的學習環境。為讓學生盡展潛
能及提升其學習興趣，學校開展一系列的優化校園工程，包括增建攀石牆、打造趙小國際機場、藝術遊蹤、創新

科技中心 STEAM Lab及創新學習中心 Maker Lab。

仁濟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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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創意美藝廊
  繪畫可以培養幼兒的美學能力，故規劃出開放式空
間，設置自由繪畫創意美藝廊，提供豐富及多元化的物

料，讓幼兒自由選擇及創作，激發幼兒的創造力！「美

藝廊」可以讓幼兒持續進行，只需用水清洗，大家又可

以發揮新的創作。

探索「水」之源玩樂區
  玩水是幼兒最欣喜的遊戲之一，「水」之源的
創設，能啟發幼兒思考，認識水的流動。在模擬水

管系統中加入開關制及玩物後，幼兒更能從中增加

對水流變化的刺激感，獲得無窮樂趣，培養科學探

究的精神。

寫意休閒活動區
  「家」的感覺一向是幼兒嚮往的，將花園空間打造舒適寫意的社群交往埸地，設置戶外傢俱、小動物擺設，讓老
師及同學互動，有助情緒的正面發展及培養社交溝通能力。

仁濟熱話

校園改造—提升學習生活質素
仁濟醫院嚴徐玉珊幼稚園

  在新冠病毒病的影響下，學校重新思考環境與健康的關係。為了提升更優質的校園環境經驗予幼兒，學校決
意改造校園戶外平台，借鑑 2018年在南京交流中汲取大自然幼兒園的元素，實現創造了更寬廣、具創意、融入
STEM元素的戶外學習環境，讓幼兒真正能透過體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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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戶外遊樂場
  學校為了讓學童提升體能和社交能力，成為一個
身心靈「健康」的孩子，2019年開始重新編排課程和
時間表，並增添大型戶外體能設施，如三輪車、平衡

木等，為幼兒帶來更多元化的大肌肉遊戲。藉此強化

幼兒的體能，促進健康成長。富趣味性的體能遊戲更

可以讓幼兒更投入校園生活，提升學習動機。

室內兒童攀石牆
  學校在大堂加設兒童攀石牆，能提升幼兒手腳抓握力和平衡感，鍛鍊幼兒四肢協調及手眼協調的靈活性。學校安
排教師接受專業訓練，在課堂中指導各級幼兒進行不同難度的攀爬活動。幼兒在攀爬遊戲中得以練習和發展，從中增

強克服困難的勇氣和自信心。

仁濟熱話

仁濟醫院山景幼稚園 / 幼兒中心
  學校一向重視「運動」和「玩」對幼兒健康成長的重要性，故此，學校銳意打造多元學習環境，將校舍天台
化身為戶外遊樂場，增設不同類型的遊樂設施，讓幼兒在安全的環境下，每天享受最少 45分鐘帶氧運動，透過
跑跳鍛鍊大肌肉，使身心靈得到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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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從心靈藝術說起

創新發明解決生活難題

  2017年，學校改革視藝科，心靈藝術教育成為首
要著重的元素，陳淑兒校長指：「藝術創作雖然也講

求天分，有些學生能力上未必那麼強，但不代表他們

不能做出好作品，或是享受藝術。」

  為此學生需放下形似美醜的執著，故初小學生會
畫禪繞畫，藉着簡單線條表達自己；高小學生則會做

幾何編織，藉著一編一織的重複動作探索內心。校園

更在不同角落展示學生作品，希望透過分享，讓他們

的訊息得以傳遞，尋覓知音。

  學校在 STEM課程加強「動手」的元素，着重實
踐與科學探究。學校不但鼓勵學生透過發明，解決生

活難題，更在課後提供 STEM培訓、編程班等，而每
個學期更會有跨學科的 STEM專題研習，過往學生便
曾製作出智能拐杖、太陽能船等作品。

多元發展尋找自我
  與此同時，學校在 2020/21學年進一步引入嶄新多
元智能課程，推廣茶藝、靜觀等活動，藉此讓學生懂得

管理情緒。黃穎詩副校長道：「如何讓學生在泡茶中，

學會享受製作的過程？又要如何讓學生在品茶中，學會

對事物有所感恩？這些涉及價值觀，很難靠口述，需要

學生直接感受。」

  學校又認為現在知識、技能和態度三個範疇中，後兩
者更需學校幫助。故學校決心改革上課時間表，學生在午

膳前完成學科學習，下午則進行體驗學習，每星期均設閱

讀課、語言課、文化日等，豐富學生全人發展經歷。

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從心靈出發  邁向多元

  院屬蔡衍濤小學以學生心靈為本，讓學生在抱持
正面健康的心態下，向多元的課程活動探索，發掘自

身潛能。

仁濟學校

● 學校以學生編織幾何的作品來裝飾校園，藉此與眾分享

● 學校把藝術（Art）融入 STEM中進一
步推動 STEAM，如學生學習閉合電路
後，製作光影燈座

● 透過重新安排課堂時間表，學生能有更多時間專注在科學範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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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男老師新鮮人
  在 2020/2021學年，院屬九龍崇德社幼稚園 /幼兒中心有兩位男幼師加入，我們訪
問了這兩位新鮮人，了解他們投身幼師的想法。

  林國源老師於 2018年畢業於香港教育大學幼稚園教育高級文憑，現正修讀幼兒教育榮
譽學士。現為K2班教師，負責教學活動、課室管理、設計教材、與家長溝通幼兒學習進度等。

  林老師表示，回想中四那年，在一次幼稚園攤位遊戲的義工服務中，有位小男孩多次
到他的攤位重複玩耍，於是好奇地問他，原來他的學校沒有男老師，希望能與這位大哥哥

接近。這個經歷令林老師在「男生可否擔任幼師」的好奇心

下，決定修讀幼兒教育課程，開始了幼教事業的旅程。

  林老師笑言，入行前，他也曾懷疑男生是否能成功找到幼師工作。不過現時在幼兒教育
界也有不少男幼師，甚至擔任管理層工作，所以他會堅持不懈，以專業角度增值自己，男生

也可以在幼稚園教育中建立自己的事業。

  另一位是黃宗澤主任，他已投身幼兒教育界快十個年頭，期間修畢香港教育大學幼
兒教育榮譽學士。黃主任畢業後由教師開始，逐步成為級長以至現時主任崗位，負責規

劃課程、協調、行政及中層管理工作。黃主任認為，男老師可為團隊注入衝勁和活力，

亦能在團隊中加入不同觀點與思考角度，使合作精益求精。

  黃主任指出，幼兒教育著重多元化發展，發揮幼兒探索思維能力，需要不同人士注
入創意及多元教學策略，使本港的幼兒教育更趨專業化。他表示，自投身幼教行業後，

得到學校給予發展及培訓機會，證明自己的能力漸漸得到認受。他相信，男幼師在幼教行業中定能闖出自己一片天！

多元學習經歷讓學生閃耀
  為了讓學生正面成長，學校推行「讓我閃耀計劃（ALL STAR）」，學生可在活動中得到不同經歷，例如領袖
訓練、才能訓練等，結合社區資源和機構的協助，讓學生在體驗中成長。負責推動課程發展的葉敏眉主任指，學校

特別根據每個學生特質、個性和不同方面的表現，成立資優人才庫，配對適合的課外活動希望學生均有機會參與不

同類型活動。

  學校還積極推動「好學生計劃」，透過校內不同老師構想的「非物質獎勵」，如與輔導姑娘一起玩電視遊戲等
等，鼓勵學生投入不同範疇發展。學生之所以能如此踴躍，正正因為學校用心營造了這種正面向上的氛圍！

仁濟學校

● 學生與外籍英語老師透過課外活動學習英語 ● 同學們將自製的太陽能船在科技日進行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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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嘉賓蔡元雲醫生 SBS, JP（右八）與仁濟董事局成員及院屬中小學校長拍照留念

● 仁濟董事局教育委員會張文嘉主席致送感謝狀予主講嘉賓蔡元雲
醫生 SBS, JP

● 教師與同儕分享保持身心靈與精神健康的重要性 ● 教師進行延伸討論，探討如何輔助學生身心靈健康的成長

  本院每年均舉辦仁濟教育研討會，強化院屬中小
學教師的專業知識及能力。是年度因應 2019冠狀病毒
病疫情持續，本院為減少人群聚集，仁濟教育研討會

2020改以預錄形式進行。

  仁濟教育研討會預錄開展禮及專題講座於 2020年
11月 11日（星期三）下午假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
舉行。是次研討會主題為「身心靈健康」，當天大會

邀請了蔡元雲醫生 SBS, JP主講兩節專題講座─「如
何保持個人及教師群體的身心靈健康？」及「如何建

立不同專業網絡輔助學生身心靈健康的成長，支持家

長的身心靈健康？」，與在場仁濟董事局成員、院屬

中小學校長及教師互動交流，分享保持身心靈健康的

心得。

  本院將主禮嘉賓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博士 JP錄製的致詞
片段，以及當天專題講座的預錄內容剪輯成仁濟教育研討會

短片，供院屬中小學於 2020年 12月 3日在校內舉行之教師
發展日中播放，並與教師就「身心靈健康」進行延伸討論活

動，相互交流。

仁濟活動

仁濟中小學教育研討會
提升教師專業素質 關注身心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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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活動

仁濟教育研討會
提升教師正向思維

  2020年11月28日，12間院屬幼稚園／幼兒中心首次以視像形式進行教育
研討會，主題為「正向．童心．樂同行」。大會很榮幸邀請到教育局常任秘書

長李美嫦太平紳士致勉詞。各主講嘉賓以直播形式，為屬校不同層級的同事提

供實用的點子，輕鬆地學習推行正向教育的方法及技巧。四個分層講座由正向

培訓機構Make Positive團隊蔡舒琪女士、程沛玉女士及黃嘉敏女士，以及丰
之親子顧問總監劉燕玲女士主講。透過認識性格強項特徵，輔以互動遊戲，讓

教職員了解如何帶領家長及幼兒實踐正向教育之目標，同時優化各屬校的團隊

正向文化。本院期望教職員不單在知識層面好好裝備自己，更在價值觀、人生

觀上為幼童樹立榜樣，以培育人才為己任。

●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李美嫦太平紳向屬校
同事士致勉詞

● 主講嘉賓蔡舒琪女士，以短講分享「在
港推行正向教育」的現況

● 院屬 12間幼稚園幼兒中心，首次以視像形式進行教育研討會

● 是次培訓對象包括各級教職員 ● 主講嘉賓黃嘉敏女士（右）接受感謝狀

● 主講嘉賓程沛玉女士利用直播形式進行講座

● 主講嘉賓劉燕玲女士與參加者互動，互相分享在
校實錢正向的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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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開心動手製作聖誕小手工

家長和幼兒送贈
聖誕卡予老師

學生在聖誕視像聯歡會中，
一同製作聖誕老人小手工

教師在聖誕 ZOOM PARTY中演出
話劇「獅子的聖誕派對」

活動花絮

院屬教師和學生歡度
不一樣的聖誕節

才藝
表演

才藝
表演

教師與學生透
過網上視像平

台進行

聖誕聯歡活動
，並拍照留念

教師於線上教授幼兒唱聖
誕歌曲

幼兒將正能量心意卡掛在聖誕樹上 外藉英語老師化身聖誕老人與學生同唱聖誕歌

學校送贈聖誕關愛禮
物包予幼兒 學校透過機械臂繪

圖，

為家長和學生送上
聖誕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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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仁濟醫院董事局均會為「仁濟教育服務基金」籌募經費，以支持仁濟推展教育服務計劃，以及協
助各屬校提供多元課程及優質教育。歡迎大家支持「仁濟教育服務基金」募捐行動︰

•	網上捐款	

可登入仁濟醫院網頁 www.yanchai.org.hk 以信用卡或 Paypal 捐款

•	八達通流動支付

可下載八達通 App，隨時隨地使用八達通卡、O!ePay帳戶或八達通流動電話卡作網上捐款

•	親身捐款

可於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 9時至下午 6時，攜同捐款（支票 /信用卡 /現金）到仁濟醫
院董事局辦事處會計部辦理

•	劃線支票捐款

可將抬頭「仁濟醫院」的劃線支票郵寄或親身交往仁濟醫院董事局辦事處會計部

•	仁濟全年捐款專線：187	2828

備註︰捐款港幣 $100或以上者，可憑本院正式收據申請稅務減免（須提供姓名及聯絡方法）

電郵︰ board@yanchai.org.hk

地址：香港新界荃灣仁濟街 7至 11號 C座 10樓仁濟醫院董事局會計部

請支持仁濟教育服務基金
仁濟教育 學生為本 服務多元

八達通流動支付

「樂繫校園獎勵計劃」
院屬學校正向文化獲嘉獎

樂繫校園獎勵計劃（2019/20年度）
院屬學校獲獎名單

「樂繫校園」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人際連繫特別獎 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

「樂繫校園」優化大獎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樂繫校園」榮譽獎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 院屬羅陳楚思小學透過班級經營，配合成長課及週會的
抗疫教育，推動師生連繫溝通，讓學生在疫境中亦能保持
積極的學習態度

  「樂繫校園獎勵計劃」旨在鼓勵學校建立著重行動、
知識、情意、人際及家社連繫的校園氛圍，促進學生、

家長與學校的互信。在 2019/20年度，4間院屬中小學
榮獲計劃獎項，成果備受肯定。

● 院屬林百欣中學透過舉行同理心體驗活動、愛泡泡肥皂工作坊及花藝體
驗工作坊等，培養學生的同理心和抗逆能力，促進人際關係，營造關愛
校園文化

獎項快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