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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話者
  本院在本年7月23日再次舉辦STEM Faire活動，將各屬校的創

科學習成果以嘉年華會形式向大家展示，活動共吸引逾1,800人次到

場，參加者均十分欣賞各校的創科玩意及展覽攤位，當日的花絮請

翻閱第4頁。

  過去數個月，隨著逐漸恢復面授課，各屬校均積極為學生帶來

多元學習機會，以不同的課外活動進行學習體驗，提升知識及技

能。而且屬校亦把握時機，與嘉賓友好及各界持分者一同參與校慶

紀念活動，締造難忘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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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香港推薦生招生計劃」
兩名院屬學生獲成功取錄

  仁濟院屬中學獲清華大學邀請，每校推薦1名優秀學生參與「香港推薦生招生計劃」。經
清華大學專家小組進行嚴謹的綜合評審，以及推薦學生通過綜合測試後，院屬第二中學周悅

潼同學和院屬靚次伯紀念中學林桂至同學成功獲清華大學直接取錄。

  「青年人除了增進知識，更需要敞開心境，豐富自己的學
習體驗，提升個人修養。」周悅潼同學在第二中學一向學習認

真，自小學年代起已對繪畫有濃厚的興趣，經常探討運用不同

媒介，呈現自己的藝術思緒。在香港中學文憑試（下稱「文憑

試」）前夕，悅潼積極備戰，但曾因2022年初確診2019冠狀病
毒病，感到焦慮不安，幸能憑著堅定的意志，收拾心情，全力

應考文憑試。

  悅潼在文憑試中考獲最佳六科29分，自言感謝老師的悉心
教導。她毅然放棄入讀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改為接受

清華大學美術院錄取，修讀視覺傳達設計系。「清華大學與香

港中文大學均是優秀學府，但就學科而言，我對視覺藝術及藝

術呈現更感興趣」，悅潼娓娓道來。「清華大學視覺傳達設計

系教授不同的專業技能，如字體設計、插圖藝術及數字媒體藝

術等，能為我日後從事與藝術相關的工作打好基礎。」

  林桂至同學為人勤奮有禮， 在入讀靚次伯紀念中學初時，
英文科成績稍遜，但她堅持每天多讀寫英語，主動請教老師，很

快便克服英語學習上的困難。桂至在中一至中五均考獲全級第一

名的佳績，在2021/22年度更獲得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

  「第一次做實驗是利用結晶法得到硫酸銅晶體，當我看到容
器底部析出晶體，覺得好神奇，亦吸引著我繼續進行探索。」自

此之後，桂至對化學科產生濃厚興趣，在課餘時會複習老師的化

學筆記，亦會到圖書館借閱化學書籍，鞏固所學。

  為讓桂至盡展化學潛能，老師安排她參加本地及國際性化學
比賽，其中在澳洲皇家化學學院主辦之「2019 澳洲國家化學測
試」中，榮獲「卓越表現證書」滿分的成績，令她和老師們份外

興奮。憑著桂至的努力和比賽上的傑出表現，她獲得學校推薦

參與清華大學「香港推薦生招生計劃」。經評審及面試等重重

關卡，桂至獲清華大學取錄，修讀化生類專業。桂至抱著「攀得

高，才看得更遠」的信念，放棄香港科技大學的取錄，前往清華

大學繼續其化學探索之路，希望能為社會和國家作出貢獻。

第二中學

周悦潼同學

靚次伯紀念

中學

林桂至同學

• 悅潼的油畫作品

• 悅潼入讀清華大學追尋藝術夢

• 桂至對化學科有濃厚興趣，喜
愛從實驗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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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黎鳳霞校長
談生命中的教學信念

• 黎校長（右一）曾參與組織大埔
及北區幼兒教育校長會，持續與
業界觀摩交流，為學校引入不少
專業協作，聯誼活動中與新界校
長會主席邱少雄校長，MH（左
一）及時任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
博士太平紳士（圖中）合照。

• 黎校長（右二）熱衷策劃教師專業交流活
動，2017/18學年推展聯校幼小互訪活
動，促進了參與的小學及幼稚園相互觀
摩，並為教師提供專業交流平台，增進大
家了解彼此教學對象、環境、課程與教學
的特色與差異。

• 永隆銳意策劃和實踐以藝術理念作主導的
兒童藝術課程，甚具校本特色，多年來獲
良好口碑，黎校長（後排中）與教職員團
隊擁著童真作品合影。

默默耕耘 春風化雨
仁濟醫院永隆幼稚園／幼兒中心校長黎鳳霞女士，深耕幼教四十載，累積了豐富的教

學及行政管理經驗，於1984年出任創校校長，為仁濟機構在北區逐步建立名校的品牌，植
根上水彩園邨三十八載。黎校長事事親力親為，並與同工胼手胝足，為學生打造「以心為

本」的教學方法及優質學習環境，尤其在關注基層學生學習、自由遊戲及兒藝課程的發展

上，皆獲得家長和業界高度評價。

堅持為學生製造機會
對所有事情抱著無畏精神的黎校長，結合兒童為本、社會服務及創新思維為學校的核

心價值，在這數十年來，即使不停為幼兒創造理想的學前教育機會，也不忘與教育界努力

地建立溝通渠道。她先後獲委任為社會福利署大埔及北區關注虐待兒童事宜委員會委員、

大埔及北區家庭及兒童福利服務協調委員會委員，以及課程發展議會幼兒教育委員會委員

及第一屆「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評審，亦曾出任香港浸會大學幼兒教育課程的兼職實習

及導修導師，對業界可謂貢獻良多。

樂育菁莪 桃李騰芳
黎校長花費畢生的心血，付出了無比的愛心，作育菁莪，提攜後進，在教育方面貢

獻極大，思考靈活多變的校長，在訪問中經常牽掛著的是「與時俱進」，捉緊「教育趨

勢」！ 簡淡的說話裡，卻埋下了她透過跨領域思維模式，包括聯繫課程發展、幼小銜接
及社工服務，為家長及學生提供多元化服務。黎校長更始於千禧年代按幼兒的獨特性規劃

「多元智慧」課程、引入社工試驗計劃及與院屬校長們一起籌辦「幼小銜接與跨專業協作

研討會(2017/18)」，她坦言藉跨界別、跨專業合作及不同的溝通機會，促進學校的持續發
展，回應優質學前教育的大方向。

在一連串的訪問中，黎校長與我們分享了她從事教育工作多年的座右銘: 「投入工
作、重視孩子、與時俱進」，這信念一直讓她在事業上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樂育菁莪，

桃李騰芳」，對多年來獻身教育的黎校長實當之無愧！本院衷心感激黎校長多年勞苦，誨

人不倦，弼教育才，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棟樑之才！摯誠祝福黎校長在榮休卸下工作重擔

後，家庭幸福美滿，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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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禮嘉賓葛珮帆議員，BBS, JP鼓勵同學們將來在創科的
發展上盡展所長，為國家、為香港作出貢獻

• 學生義工向嘉賓講解及示範如何操作
無人機

• 葛珮帆議員，BBS, JP （左一）和馮卓
能校監，MH（右一） 與參與趣味工作
坊的幼兒打成一片，笑聲滿載

• 葛珮帆議員，BBS, JP （中）與一眾嘉賓和校長、仁濟醫院第55屆董
事局葉恭正主席（前排右三）、張文嘉副主席（前排右二） 及馮卓能
校監，MH（左三）在典禮上見證同學的努力取得成果

• 學生義工向參加者介紹遙控車簡單結
構，讓參加者進行模擬賽車及熟習賽
道，進行小型比賽

仁
濟
焦
點

仁濟 STEM FAIRE 2022
通過創客教育 引發學生創意

仁濟董事局主辦的「仁濟創意科技嘉年華2022」，由23間院屬中小幼協辦，並特別獲
得中電教育基金、葵涌扶輪社和善學慈善基金贊助。是次 STEM FAIRE 活動於2022年7月
23日在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舉行，本屆活動主題為《智能科技 創意生活》，現場展出
與生活息息相關的人工智能（AI）、再生能源（太陽能）、無人機應用等，逾30多種智慧創
意生活應用，讓參加者透過互動體驗從「玩中學」，感受科技帶來的生活改變。

此外，嘉年華還設有STEM 教育展、STEM攤位遊戲、趣味創科工作坊、「Nerdy 
Derby轆轆車」比賽、「RoboMaster」陣地爭奪戰比賽等，能與公眾分享仁濟屬校STEM教
育成果，促進創科教育交流。同時，亦可加強仁濟屬校與社區聯繫，推廣智能科技及環保生

活的信息。當天活動吸引逾1,800人次參加，場面熱鬧。

主禮嘉賓智慧城市聯盟創辦人、榮譽主席及督導委員會主席葛珮帆議員, BBS, JP參觀
中小幼學生的學習成果，認為學生們對STEAM都很投入，展示的作品都十分有趣出色。她
欣見仁濟醫院積極推動屬下學校推展STEM教育，並銳意建立「創科校園」。葛議員亦認
為，近年仁濟的學校紛紛成立「創客空間」、STEM實驗室等，提供豐富資源讓學生發揮創
意，動手創作，相信辦學團體及學校的管理層均用盡心思，鼓勵學生發展不同興趣，為將來

升學及就業打好基礎，為香港未來培育創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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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4日，仁濟院
屬中小學假鄉議局大樓大劇院

舉行2021/2022年度聯合畢業
典禮。大會邀得教育局常任秘

書長李美嫦太平紳士親臨主

禮及致辭。李美嫦秘書長勉勵

畢業生，在追求知識之餘，應

抱持正面的價值觀，從中國博

大精深的文化與歷史中領悟

「修身、求學、做人、處世之

道」，成為德才兼備，愛護國

家的社會棟樑。

在典禮上，大會除頒發

畢業證書外，還頒發最傑出

學生獎、文憑試優異成績表現

獎、仁濟學生卓越及優異表現

獎，以表揚在學術及非學術方

面獲得優良成績的學生。

院屬中小學聯合畢業典禮

院屬幼稚園／幼兒中心聯合畢業典禮

• 主禮團成員與院屬中小學校長拍照留念

• 李美嫦秘書長頒發畢業證書予院屬小學畢業生代表

• 院屬幼稚園／幼兒中心致力從文化藝術
角度切入，讓幼兒認識中國文化，營造
一個令人難忘的畢業典禮。

• 畢業生代表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李子
建教授太平紳士（前排右五）及一眾嘉
賓。作品以「中華文化」為題，由學生
親手製作而成，象徵著多姿多彩的校園
生活。

• 主禮嘉賓李子建教授太平紳士及孫蔡吐
媚副主席，頒發優秀教師獎予29名優秀
教師。

• 畢業生代表致辭

活
動
花
絮

本院分別為屬下2間幼稚園及10間幼稚園／幼兒中心於2022年6月24日假新界屯門大
會堂舉行聯合畢業典禮，本學年共有409名畢業生。大會邀請香港教育大學學術及首席副
校長李子建教授太平紳士蒞臨主禮，為畢業生送上祝福。本年度聯合畢業典禮以「童心展

藝耀中華」為主題，讓幼兒認識中國文化藝術，加強幼兒對國家的認同。除了頒發畢業證

書外，還頒發仁濟獎學金、仁濟學生卓越表現獎，表揚獲得優良成績的學生；另外，為推

動教師追求卓越，大會也頒發優秀教師獎，表揚優秀教師及回饋教師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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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校慶活動 為校園增添歡樂氣氛

院屬羅陳楚思中學二十周年校

慶，透過不同的慶祝活動，讓師生參

與校慶活動及展現學習成果。由校慶

師生及親子「Strive for the future 虛
擬跑」展開序幕，繼而有校慶璧畫、

筆記比賽、學習KOL比賽、親子閱讀
短片比賽，虛擬學生成果展覽會等一

連串慶祝活動。最後，以畢業禮暨校

慶表演作結，當天先由學生、校長和

老師共同參演的校慶微電影作序幕，

並播放二十週年的回顧片段，勾起師

生們二十年的美好回憶。

為慶祝院屬林李婉冰幼稚園／幼兒中心創校三十周年，學校於7月16日舉辦校慶暨結業
禮。當日邀請了賽馬會童亮計劃項目總監葉柏強醫生、董事局副主席張文嘉博士、學校捐

建人林李婉冰女士，MH及賽馬會童亮計劃項目經理張愷琼女士蒞臨主禮，倍添活動色彩。
此外，學生更粉墨登場，以超水準的表演戲曲、絲帶舞、舞龍獅及耍功夫，也贏得全場嘉

賓和家長的讚賞，為學校三十年培育幼兒的成效作了美好的實證！

院屬友愛幼稚園／幼兒中心於2022年8月6日假座
裘錦秋中學（屯門）舉辦「2022年度結業典禮暨友愛
濃情40載頒獎禮」。荷蒙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幼兒、長
者及社會服務系系主任白鄧紹芬博士蒞臨主禮並為學校

致勉辭，而創校校長陸潔珊女士及各位嘉賓在百忙中抽

空出席，見證學校成長。當日活動包括頒發40周年花
燈、標誌及標語設計比賽活動、攝影比賽等慶祝活動的

獎項，分享和見證學校40周年的喜悅。最後，嘉賓們
齊摘蟠桃，祝願仁濟醫院友愛幼稚園／幼兒中心教澤流

芳，桃李滿門，場面熱烈，參加人數接近300人。

• 校慶由民歌隊以學生創作的校慶主題曲「綻放希望」作結束，象徵羅
中將綻放希望，邁向更好的將來

• 各項校慶創作的QR CODE: 

• 學校邀請到賽馬會童亮計劃項目總監葉柏強醫生（右
四）作主禮嘉賓，以及學校捐建人林李婉冰女士，
MH（左四）和一眾嘉賓一同出席學校三十周年校慶
暨結業禮

• 主禮嘉賓鄧紹芬博士與一眾主禮團成員合照

• 主禮團留倩影場面溫馨

• 學生表演舞獅及耍功夫等精彩節目，與嘉賓、家長及其他師生歡度校慶禮

活
動
花
絮

• 微電影 • 綻放希望 • 虛擬學生成果展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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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星建校廿五載 作育英才創未來

院屬陳耀星小學（下稱

「陳小」）於1996年創立，致
力營造愉快的學習環境，培養莘

莘學子終身學習的能力及建立正

確人生觀。欣逢陳小創校25周
年紀念，學校於2022年5月28日
舉行「二十五周年銀禧校慶典

禮」，並邀得教育局時任副局長

蔡若蓮博士JP親臨主禮。除仁
濟顧問局委員暨學校捐建人陳耀

星SBS, JP、仁濟董事局成員及
法團校董會成員惠臨支持外，陳

小三間姊妹學校師生、全校學生

及家長均能透過網上直播模式參

與，共同見證學校的豐碩成果。

在典禮中，陳小學生投入

演繹原創校慶音樂劇《童憬》，

帶來一幕幕親情與關愛的故事。

學校更運用360°攝製技術，以
電子幕牆展示陳小別具特色的設

施，並由教師聲音導航，與觀眾

進行一次模擬參觀之旅。

• 教育局時任副局長蔡若蓮博士JP（前排中）與仁濟顧問局委員暨學校捐建人陳
耀星SBS, JP（前排左三）、校監陳湛文先生（前排左四）、仁濟董事局成員
及主禮團成員合照留念

• 蔡若蓮時任副局長致
辭時表示，欣賞陳小
力求創新，在STEM
發展表現出色 

• 一眾嘉賓欣賞不同校慶比賽之優勝作品

• 學校運用360o攝製技術，與觀眾進行一次模擬參觀
之旅

• 主禮團成員進行「二十五周年銀禧校慶典禮」啟動
儀式

• 原創校慶音樂劇《童憬》的小演員發揮淋漓盡致，演繹出色

仁
濟
學
校

「帶領耀星孩子面向世界，走在最前，

一起打造一所愉快有效的夢想校園！」

 陳碧蘭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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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衍濤小學喜迎三十 
堅守初心 邁步向前

院屬蔡衍濤小學（下稱「蔡小」）創立於

1992年，至今三十載。蔡小一直貫徹全人教育的精
神，為學生建構關愛校園生活，提供多元化的學習

經歷，培育他們成為才德兼備的棟樑。

蔡小30周年校慶啟動禮於2022年7月16日舉
行，並以「堅守初心 邁步向前」作為校慶主題。學
校邀得陳智思先生，大紫荊勳賢，GBS，JP擔任
主禮嘉賓；仁濟董事局成員及法團校董會成員惠臨

支持，共同見證蔡小30年的豐碩成果。在亮燈儀式
中，台下來賓手持心形蠟燭，營造一片星海；主禮

團成員將代表培育學生的核心價值及態度的蘋果，

一同放到亮燈台上，亮燈一刻，全場歡呼慶賀。

當天除頒發30周年校慶各比賽獎項外，蔡小
學生更施展渾身解數，進行一連串的精彩表演，包

括三人舞、中樂合奏、朗誦、武術、雜耍及獨輪車

等，場面熱鬧，引人入勝。

• 學生利用3D打印技術製作30周年文
具及擺設

• 學生穿上校慶版T-shirt，格外
醒神

• 學生進行一連串的精彩表演，盡展潛能

• 主禮嘉賓陳智思先生，大紫荊勳賢，GBS，JP（前排中）、仁濟董事局
葉恭正主席（前排右六）、校監蔡少洲先生JP（前排左六）與一眾嘉賓
拍照留念

• 主禮團成員主持30周年校慶啟動禮亮燈儀式

• 視藝科與電腦科進行跨科協作，
教導學生利用3D打印技術，創
作30周年文具及擺設

• 30周年校慶綜藝匯演，展現學
生多方面的才華

校 慶 活 動

仁
濟
學
校

08



• 本多顯一同學（右）送贈日本寄送到港的傳統工藝
「七寶燒」予第二中學，以感謝學校照顧，並由鍾
偉成校長代表接受

• 學生與教師首次近距離觀賞帆船賽

• 本多顯一同學與二中同學打成一片，共度快樂的校園時光

• 保育講座宣揚愛護海洋的重要性

仁濟學生觀賞帆船賽
海洋保育講座 增強「減塑」意識

第二中學師生 歡送日本交流生

23名來自院屬第二中學、靚次伯紀念中學、王華湘
中學及蔡衍濤小學的學生獲香港遊艇會慈善基金邀請，於

2022年6月11日前往香港遊艇會觀賞「香港特別行政區25
周年回歸帆船賽」（下稱「帆船賽」）。當天，一眾師生

近距離觀賞帆船賽，感到份外興奮。觀賞賽事後，學生參

與由香港環保慈善團體─「無塑海洋」主持之海洋保育

講座。「無塑海洋」代表分享塑膠廢物對海洋生態的禍

害，藉此引起學生對海洋保育的關注，鼓勵他們身體力行

參與沙灘清潔等保育活動，從生活中「減塑」。

院屬第二中學（下稱「二中」）致力開拓學生的

國際視野，並於2021/22學年接待日本交流生本多顯一
(Kenichi Honda)入讀。透過安排本多顯一同學參與不
同級別的課堂和活動，為他創設多元學習體驗和結交好

友的機會。同時，以「靈活走讀」的方式，提升二中同

學運用外語的動機及社交技巧。

「經過10個多月的學習交流，我學習了各種知
識，亦獲得很多寶貴經驗，尤其是廣東話。」本多顯一

同學在與全校師生告別時娓娓道來。「起初擔心能否與

同學交流，但他們每天主動與我聊天，廣東話也逐漸熟

練。和同學一起上課、吃飯及踢球等令我感到幸福，感

謝大家的照顧，回到日本亦不會忘記這間學校。」

「我初次參觀遊艇會，瞭
解了遊艇會的歷史文化，更有
幸欣賞帆船賽事，眼界大開。
『無塑海洋』講座則讓我更透
徹地認識海洋保育議題。」

王華湘中學 吳柏禧同學

「我好開心在維港欣賞帆
船賽，亦從講座中學習環保知
識。塑膠污染我們的海洋、陸
地和空氣，減少使用塑膠才能
解決這場全球危機。」

蔡衍濤小學 王佑駿同學

「首度觀賞帆船賽，雖不
幸巧遇大雨，但亦因此突顯出
帆船運動的熱血和韌勁，讓身
在場外的我深受鼓舞。」

第二中學 楊詩語同學

活
動
花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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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教育展板暨問答比賽 
院屬6間中小學在2021/22學年參加了由荃灣區公

民教育委員會及荃灣青年會主辦、香港太平紳士協會協

辦的「國安法巡迴展覽」。各校在校內設置多塊由大會

提供的展板，並舉辦有獎問答比賽，透過遊戲方式，增

加學生對國家安全不同領域的認識。

• 同學們細心在展板中找出答案• 院屬陳耀星小學參加國安教育校園巡迴展覽

抗疫美術作品展學校巡展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香港抗疫美術作品展由藝術香港、金紫荊藝術研究院、香港

美協、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主辦，並有二十多家媒體及社團機構協辦。本院獲邀舉

辦到校巡展，院屬靚次伯紀念中學及林百欣中學先後在6月至8月期間舉行，讓師生在校內
近距離欣賞抗疫畫作。每幅作品均展現香港各界勇於擔當和不畏艱辛的抗疫精神，讓學生

感受藝術家是如何用藝術的方式表達對抗疫英雄的敬意。

• 主禮團嘉賓為校園巡展進行剪綵開幕儀式 • 現場展出多幅抗疫美術作品

王華湘中學勇奪第十四屆「香港杯」
外交知識競賽冠軍

院屬王華湘中學於7月29日在第十四屆「香港杯」外交知
識競賽中，從233間參賽學校中脫穎而出，勇奪冠軍及最佳表
現學校獎。頒獎典禮當日，學校師生十分榮幸獲劉光源特派員

及李家超行政長官頒發獎項。參加活動的學生均認為競賽令他

們對中國外交有更多認知，加深對「一國兩制」的了解。 • 王華湘中學師生獲劉光源特派員及李家
超行政長官頒發冠軍及最佳表現學校獎10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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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鐵人陳樂怡  鐵之呼吸分享會

仁濟故宮文化博物館之旅

  在2022年7月至8月期間，三項鐵人運動員陳樂怡小姐獲邀前往7間院屬中小學舉行「鐵之呼
吸」分享會，與逾400名院屬學生作交流。

  在分享會中，陳樂怡小姐分享成為三項鐵人運動員的故事及經歷，並藉著自己在訓練及比賽過
程中曾遇到不少困難，當中如何迎難而上，鼓勵學生在學習和生活上勇於面對每一個挑戰，培養堅

毅不屈的精神。

  陳樂怡小姐其後與學生簡介三項鐵人的運動項目，包括游泳、單車及跑步，更親身指導學生長
跑的技術要點，讓他們獲益良多。為讓學生體驗長距離比賽所需的耐力要求，陳樂怡小姐與學生進

行一場單車機大比拼，場面熱鬧投入。

• 陳樂怡小姐分享她的三鐵經歷

• 陳樂怡小姐指導學生長跑技術

• 院屬中小學校長及教職員於博物館外拍照留念 • 教師駐足欣賞展廳內的珍藏

• 學生與陳樂怡小姐進行單車機大比拼

• 學生積極回應提問 • 學生代表送贈紀念品予陳樂怡小姐

  本院獲中國移動贊助，28名院屬中小學校長及教職員於2022年8月12日到訪香港故宮文化博物
館。透過參觀別具特色的展廳及欣賞珍貴文物，讓教職員以嶄新視角探索中國藝術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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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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P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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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仁清全年捐款專線：187 2828
備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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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達通流動支付

請支持仁濟教育服務基金
仁濟教育  學生為本  服務多元

《一路曈行》電影分享會

  72名院屬中小學教師及學生
獲黃子文總理邀請，於2022年7月
29日前往九龍灣星影匯戲院參與
《一路瞳行》電影分享會。除觀

賞電影外，朱鳳嫻導演及黃百鳴

先生於映後作分享，院屬學生亦

把握機會主動提問，與導演和嘉

賓互動交流。

  「這部電影反映出視障人士
在生活上的不便與困苦，以及香

港父母和子女之間的溝通問題，

令我更加了解社會的現況。此

外，社會知名人士在分享會上出

現，更令我擴闊眼界。」

  「電影的故事正好讓我們
反思，人們常放大自己遇到

的困難和不幸，但與天生身體

有缺陷的人相比，可見微不足

道。我們應以積極的態度面對

困境，亦應多關注殘疾人士，

適時伸出援手。」

  「令我感到最深刻是
電影主角和媽媽爭執的場

面。他們由激烈爭執到和好

如初的過程，令我想起父母

對自己的愛和支持是無窮的

包容，長大後會好好報答他

們對我的付出。」

羅陳楚思中學 姚俊軒同學

何式南小學 吳詠琳老師

蔡衍濤小學 黃儷瑤同學

活 動 後 感

• 黃子文總理（前排左一）與教師和學生拍照
留念 • 學生於分享會中主動提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