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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風景》      文：陳彥而老師 

 

有一回有朋友來我家，見到我的書架上放著一幅畫作(圖 1)，好奇

地問我是甚麼畫。 

 

 

 

 

 

 

 

 

 

「啊！那是我以前的一位學生的塗鴉作品，因為我覺得像極了一

個地方，所以便把它保存下來。」 

 

朋友狐疑了一會，我便從電腦搜出這個位於瑞士伯恩高地，名叫

盧德本納(Lauterbrunnen)的小鎮照片(圖 2)，像個導賞員似的跟

那幅圖畫比劃著：「綠色的部份是山坡和松樹，右面藍色的部份是

山崖，而黃色的部份就是夕陽映照下的雪山山嶺。」 

 

朋友看後不禁嘖嘖稱奇，說實在太奇妙了。 

 

心境轉，風景轉。 

 

只要我們心中存有好風景，那末即使是

一張塗鴉，也能看出趣味。即如我們面

對智障的學生，只要心存欣賞，見微知

著，自然妙趣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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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舊生陳秀怡繪於 2008年的作品 圖 2：瑞士盧德本納的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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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徐璟濠家長】 

 

璟濠不經不覺已在學校讀了四年，由一個體型原先比自己年齡少

兩歲，進展成為今天十一歲的高小哥哥，雖然他仍未能用口語溝通，

但已有近音字。他亦學懂了學校常規 10 式後，在家裏最常用便是第

6式：叫人及喜歡家人讚賞的第 4式：做得好。同時不會在家裏蹦蹦

跳，可以坐定專心做功課，尤其是電腦功課。璟濠有以上進步有賴各

位老師悉心教導，無言感激！ 

 

還記得本人曾當家長義工，協助語言治療

師帶學生到附近超市生活體驗時，那天是帶自

閉同學，他們的性格一般不懂與人溝通及不合

作，我經過兩次協助帶同一同學之後，發覺那

位同學不單沒有發脾氣，同時非常合作地完成

指令後乖乖地回校。在此非常佩服治療師對學

生的堅持及愛心的教導。 

 

學校今天已成為大眾首選的中度智障學童教育機構，實在有賴林

校長領導之下，各位老師們均以愛心、耐心及關心教導學生；同時亦

關懷我們家長，使我們感覺到學校給與我們的支持和温暖。例如：週

末俱樂部，校方供應場地，使我們子女於週末仍然有活動，開心快樂

地成長，衷心感謝 ! 

 

 

 

 

 

 

                     有進步！俾個「叻」你！ 

 

【學生楊宗朋家長】 

 

過去，宗朋可說是一個難以管教的小

朋友，從早到晚都非常活躍的他，既不肯聽

從指示，更不會乖乖入睡，使我感到身心

疲累。然而，宗朋自 2007年入讀學校後，

他在各方面均有顯著的進步。在學校和宿

舍教職員循循善誘和悉心教導下，他現時

不但合作聽從指示，更養成良好規律的生

活習慣，情緒也明顯較穩定。 

                                                                              

見證宗朋持續的進步，除了讓我重拾動力和信心去教導他外，更使

我認識學校各教職員在教導和照顧學生時所付出的愛心、耐心和細心，

令作為學生母親的我也感到十分放心。最後，分享一件難忘的事件，去

年因有事而急需回鄉，在徬徨無助之際，得到學校宿舍伸出援手，安排

宗朋可在宿舍暫託，讓我可安心回鄉，在此謹向學校及宿舍教職員表達

衷心謝意！  

 

                                                                    

http://hk.wrs.yahoo.com/_ylt=A3OyCpRxQxlNxUcAA...ygt./SIG=13e0icbn5/EXP=1293530097/**http:/www.bradfitzpatrick.com/stock_illustration/images/z_Old_sizing/cartoon_kids_001.gif�
http://hk.wrs.yahoo.com/_ylt=A3OyCpQQQhlNZz4AQbq.ygt./SIG=12v6650vm/EXP=1293529744/**http:/www.essentialart.com/mh/Cheryl_Piperberg_Children_Love_the_World.jpg�
http://hk.wrs.yahoo.com/_ylt=A3OyCpXeRBlNc2kAuQW.ygt./SIG=14bhcj3a6/EXP=1293530462/**http:/www.clipartguide.com/_named_clipart_images/0511-0811-0415-3738_Cartoon_of_Kids_Planting_a_Tree_clipart_image.jpg�
http://hk.wrs.yahoo.com/_ylt=A3OyCpTURRlNAD4Ab7u.ygt./SIG=12bev49vl/EXP=1293530708/**http:/www.flickr.com/photos/therainbowroom/3406984225/�


  

 

 

 

【學生陳泳揚及陳少康家長】 

 

 

 

本人有兩個兒子在保良局余李慕

芬紀念學校就讀，透過他倆在學校的經

歷，讓我深深體會到學校各教職員對學

生無微不至的關顧和悉心的教導。大兒

子少康是轉校生，回想在轉校前因未能

配合課程的進度，以致他經常表現悶悶

不樂，偶爾更會因而有情緒及負面行

為。然而，轉校後，少康臉上經常流露

開心的笑容，說話也有明顯的增加，並

經常提及個別學校教職員，這種種的改

變正正是教職員的功勞。 

                                                                             

至於另一兒子泳揚，他入

讀後在各方面也有顯著的進

步，某些負面行為亦有所改善。

近期，在職業治療師黎先生的悉

心指導下，過往以腳趾行路的泳

揚在步姿上也有很大的改進。 

                                                                             

 

在此，衷心感謝校長及各教職員對學生的關愛和照顧。 

  

 

【學生蔣佳陞家長】 

 

自從我的孩子(蔣佳陞)入讀北角保良局余

李慕芬紀念學校以來，我一直慶幸當初選擇了

這一間歷史悠久、經驗豐富的學校。這一年對

他來說，可以用突飛猛進來形容。如今的他，

短短的一年，言語方面多了許多，能簡單回答

問題，理解能力提升了。整體而言，佳陞宗各

方面均有明顯的進步，這一切當然都離不開學

校各位資深的教員的努力。 

  

每天送他上學走到學校門口，就看見校長帶領其他同事在迎接返校

的學生，那種慈愛、親切和藹的笑容就像冬日的陽光般溫暖，每一個員

工藏有愛心的眼神，永遠是跟隨著每一個學生游走。除了星期一至五

外，星期六學校會提供場地給學生和家長作為親子遊戲的場地，更難得

的是有老師會騰出他們的私人時間來幫忙。他們就算平時也不會因為學

生不是他們的組別而放棄對學生的看管和教育。 

 

佳陞在環境乾淨良好、空氣清新、充

滿經驗和愛心的學校學習，我是放心之

餘又開心。看著他不斷成長、不斷進步，

我除了對校長說聲謝謝，感謝您為學校

為這一些需要特別照顧的學生提供這麼

舒適、乾淨的學習環境，感謝這一支精

英隊伍，陪著我們一起成長。大家辛苦

了！祝大家身體健康！天天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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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葉俊言家長】 

 

            「一個來自印度尼西亞兒童的轉變」 

 

我們的孫子俊言 04 年在印尼出生，05 年來港辦理居港權手

續，再回印尼父母身邊生活。兩三歲時懷疑有自閉症及過度活躍

症，曾送到私家辦的特別學校，幾年下來進步很少，由於印尼沒

有統籌的特殊教育制度，為孫子將來，今年二月來港和年過七旬

的爺爺嫲嫲生活。 

                                                    

初時，我們無從下手，幸得中西區區

議員陳捷貴先生、社會福利署、衛生署及

教育局的協助，安排俊言進行評估，證實

有自閉症和過度活躍症。由教育局分配到

北角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就讀，頓使

我倆老鬆了一口氣。 

 

九月一日我們參加了學校的開學

禮，聽了林校長和學校行政人員的介紹，

對學校有所認識，也參觀了上課情況，當

天俊言表現過度活躍，兩位男老師一人一

邊拉著他，他爬櫈子及抓桌子，不守規

矩，真失禮人。九月二十四日，嫲嫲到學

校開會，在黃副校長邀請下到課室看俊言

上課，見他能聽從老師教導坐好，雙手放

在大腿上，也會舉手按要求選出圖卡，整

個人變得守秩序和聽指令，才不足一個月

就有如此明顯進步，使我們感到驚奇和欣

慰。 

 
 
 
 

    俊言，    有進步！   做得好！   
 

 

 

 

 

 

上課不到兩個月，他已會說些廣東話，老師們是手拖手地教導孩

子們扣衫紐、貼圖卡、認圖識字、識別顏色和識別家庭成員等等。現

在每晚輔導他做功課，開始能認真專心做，見到他的進步使我們兩老

無限的欣慰。 

                               

 

 

 

 

 

 

 

參加了幾次學校的活動，深深體會到林

校長事事親力親為，親切關愛學校工作及關

愛學生，學校的教職員工不斷求進步，他們

認真負責對智障學生的無限關護和耐心教

導，使我們深深感到敬仰和感激。千言萬語

上能匯成一句：「老師，您們辛苦了！向您

們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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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黃曉光家長】 

 

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是一所像家一

樣的學校。我的八歲兒子曉光一踏近校門，便

有親切的笑容在等著他。 

                                                     

每天早上九時，我都帶曉光上學。這個時間司機棠叔也在學

校大閘迎接校車和由家長帶上學的學生。曉光每天還未走近棠

叔，已經看到他親切的笑容。曉光和棠叔說過早晨後，便會得到

讚賞，和棠叔玩擊掌。 

 

 

 

 

 

                                          

之後，便有校護蔡姑娘和曉光量體溫，曉光又再一次感受一

個親切的笑臉。 

接著是助教飴姐姐或 Dickson 哥哥

帶曉光上課室。曉光在家中常常叫著飴姐

姐或 Dickson哥哥的名字，可知他是多麼

喜歡他們。我親眼見過 Dickson 張開雙

臂，笑著、望著曉光、叫著他，等著和他

來個擁抱，多親切啊！而飴姐姐也是同樣

愛護曉光。有一次，因為曉光在小息時主

動走近飴姐姐，叫她一聲，飴姐姐就開心

到不得了，有機會見我遷告訴這件開心

事。 

                                                    

 

 

 

 

曉光在家中也曾提及他喜歡的一

個課室，一個有鞦韆的課室。我猜想他

是喜歡感覺統合治療室。去年有一段時

間，曉光每星期二下午都在該室接受職

業治療師鄧姑娘的個別訓練，我看見曉

光笑著接受訓練。現在鄧姑娘已經辭職

了，曉光還在惦記她，在家中說：「鄧

姑娘午安！」  

                                                      

在剛完結的暑假，學校安排曉光免費接受

八堂游泳訓練。實習老師施姐姐也有參與活

動。曉光在池中找施姐姐和他玩。施姐姐就和

他玩浸水遊戲。不久，曉光就主動將頭浸入水

中，玩「跌落水」了。 

 

                                                   

每次我和曉光玩衣服，他都說：「泳褲」、「天后」，期盼我帶他再

去天后站附近的維多利亞公園泳池上游泳課。  

                                                    

 

做母親的當然希望兒子能夠時

常重溫快樂的時光，亦希望兒子喜

歡的人，可以常在身邊。祝願保良

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的愛常在，人

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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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蕭沛源家長】 

 

彈指之間，沛源入學已有 4 年多了，

在這樣一個關愛的大家庭裡生活學習，他

已從一個剛入學的朦懂 BB，到現在活脫成

為一個會做學問的少年呢！ 

 

記得剛開學入讀廖先生這班

時，他還是喜歡經常玩弄手指、眼

碌碌，一副無所適從的樣子，但就

是這樣一個教職員團隊，廖先生的

堅持不懈，袁先生的沉著冷靜，一

剛一柔最佳拍檔，沒過幾週，他已

經能安安靜靜地在自己的座位等待

先生的指令，這好比建築時起的地

基，只有從現在的每一刻養成良好

的課堂習慣，才能開始今後的學習

生活。 

 

經過第一組、第三組的學習，現在沛源就讀於第七組已經有

兩個年頭了，我明顯感到他能很好地溶入到這個大家庭中。從認

知能力、自理、社交以及語言模仿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

日常的學習以及宿舍的生活中已經熟知一切流程，甚至有如魚得

水的樣子，到了捨不得的樣子，作為母親的我不知應該是欣慰好，

還是失落好？因為相比回家，他反而更喜歡這學校多些呢！ 

 

 

 
 

 

 

 

 

在我的眼中，覺得自己的小孩變得愈來愈醒

目，愈來愈聰明，平時交流的一些語言已經完全

能夠理解，甚至我們輕聲，隨意說的一些話，他

已馬上有反應。心情好的話，還主動幫我遞東

西，拿物品，給我一個驚喜。在語言方面，雖然

沒有什麼飛躍性的進步，但在模仿方面我覺得他

比以前主動，吐句也清晰了好多，最喜歡聽他晚

安的一句「早抖」，真是百聽不厭啊！ 

 

    在家和學校、宿舍沛源就有非常明顯

的區別了，在學校看到他上自理堂，真是

不敢相信，他如此有耐心、細緻的學習態

度，在家中我拿出一樣的自理堂上用的學

習工會，他卻主動走過去幫我收拾好收起

來 ---不做！  我真是感概學校的力量，

氣場真是太強了，在學校的年復一年、日

復一日的堅持教學是所有進步的前題，我

經常在課堂上看到教職員工的不厭其煩，

手把於地去教，那個進來還要穿著尿片的

孩子漸漸成長了，也証實了我當初的選擇

是正確的，也藉此機會多謝這麼多年來關

愛過給予沛源指引、教導的人們，感謝他

們的默默付出，教書育人的奉獻精神，也

祝我們的學校愈來愈好，讓我們的孩子在

這片愛的土壤裡孕育生機、活躍和成就

吧！ 

 

http://hk.wrs.yahoo.com/_ylt=A3OyCpSKghlNhiIAENi.ygt./SIG=12u4rseio/EXP=1293546250/**http:/www.how-to-draw-funny-cartoons.com/image-files/cartoon-clock-3d.gif�
http://hk.wrs.yahoo.com/_ylt=A3OyCpWAgRlNEBcABV..ygt./SIG=13dqs2gif/EXP=1293545984/**http:/www.aboutfacesentertainers.com/images/caricature/artists/zilhao_r/zilhao_r9_sm.jpg�
http://hk.wrs.yahoo.com/_ylt=A3OyCpXshBlNcysApce.ygt./SIG=13k015r38/EXP=1293546860/**http:/static-p4.fotolia.com/jpg/00/15/57/57/400_F_15575707_YWpAsLcVhKNlzdJ34Ki85YuTjVFENz5m.jpg�


 

《我在學校的第六個年頭》 

周寶瑩老師 

 

轉眼間，這已是我於學校工作的

第六個年頭，回顧近來的新聞都是有

關教師們的工作壓力及他們面對的

種種問題，這令我回想起自己升大學

時的一個問題：「我要當教師嗎？」。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任職教師是一份

安穩而收入穩定的職業，每天「朝九

晚五」且假期多，極像一份優差。可

是，現今當香港的教師真的一點也不

容易，隨著教改課改的每一個大浪，

我們日以繼夜地隨著時代極速前

進，除了應付教學上的事工外，也要

顧及學生們的身心發展，更甚的是，

我選擇了當一位特殊教育學校的教

師。 

 

 

 

 

 

 

 

 

 

 
 

 

 

 

雖然隨著時間的過去與面對工作上的各種挑

戰，但今日的我仍然有一個肯定的答案：「人教我，

我教人，教師是一種以人影響人的事業」，

這是我認為教師是一份很有意義的工作。縱

然我所關顧的學生，他們各人也有個別的需

要和能力，但在我的眼中，並沒有把「特殊」

放在他們的頭上，正如我常想「如果我有一

天到了火星去，或許火星人也會視我為『有

特殊需要的人』」，所以我常會提醒自己，不

要把他們的「不同之處」放大，只需因應他

們那一點點的「不同」去關顧他們，建立一個共融

互信的成長環境，與他們一起努力學習。因此，能

當上他們生命中的同行者，這就是我最大的滿足

感，就是我這六年教育工作上的動力。 

 

「每個人也都可以擁有星星，但星星在不同的人眼中， 

意義也不盡相同。」《小王子》 

不論各顆星星有何不同，期望大家都能用心看顧著我們的星星， 

讓他們於天上閃爍出自己的光芒。 

 

《小王子》法文原名為(Le Petit Prince

法國童話作品，聖·埃克蘇佩里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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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中的小事》 

歐翠玲老師 

 

有些事情不得不老實告訴你，可能你看得見，卻不為意，或

是沒有人在乎，但我要讓你知道在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正在

發生的小事情。 

 

來了這校任教已一年了，這一年我在觀察和學習之中。在觀

察的過程中，我看見這間學校原來是這樣。 

 

初小班老師原來很偉大，開學時有位初小

班老師放棄自己休息的時間，每天八堂，小息

及午膳時間都與學生一起。我相信她是自願

的，因為她想好好照顧新生，知道了我很佩

服，不得不讚。現在小息時，她還是不放心，

還是緊緊的拖著學生的手，半輕鬆狀態和學生

散步，未能親自照顧的，她懇請同事好好照顧

他們，讓他們高高興興渡過小息。 

小事一：不休息的愛 

 

自閉症學童有著個人習慣及喜好，偶爾會有情

緒行為問題。要當自閉班老師並不容易。我看見鄰

班的老師每天都流著汗，可能是因為和自閉症學生

參與跑步訓練，幫助他們控制情緒，或是剛剛處理

他們的情緒行為，直至秋冬，他的汗水可以流少一

點。 

小事二：老師流汗了 

 

 

 

 

 

有老師拿著髮夾替學生梳辮子，還告訴我她為學生

選了可愛的卡通公仔頭飾。老師高高興興為學生梳頭的

同時，我看見學生臉上流露出從心而發的喜悅，她感受

到老師對她的愛，這種真摰的交流，令人感動！ 

小事三：打扮中見相愛 

 

母親節將至，最害怕在無父無母之學生面前談這類節

日，怕會有點尷尬。怎料，有個無父無母的學生告訴我，

他要將在電腦課印製的母親節卡送給某老師。我追尋原因

之下發現，原來那位老師對他的愛由他就讀初小已經開

始，假期會帶他到老師家中或外出玩耍、有需要時會帶他

洗牙，想不到他們已有深厚感情了，如同母子的愛。 

小事四：母親節 

 

初來報到的我喜歡觀察拍檔，她外表看似冷

酷，說話時聲調平淡，開學時我誤以為她對人冷

漠。有天宿舍職員告訴我，班中的學生很喜歡這

位老師，我不得不再觀察她。原來當她上課時，

她面容放鬆了，笑容多了，間中還說出有趣的話

題，學生們都笑了，然後又繼續上課。 

小事五：喜歡冷酷的老師 

 

 

學校每天都在發生一些充滿愛的小故事，很多、卻不刻意，要

寫下、但非筆墨可形容。隨心觀察，你會發現這間學校原來是這樣，

充滿了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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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服務單位：新與舊的迷思》 

顏慶輝社工 

 

「養兒一百歲  長憂九十九」，這對古語對我

們學生家長而言，相信會有更深層的體會和感

受。當子女接受高中課程時，學生家長已開始為

子女選擇合適之成人服務單位而感到躊躇。 

 

在本學年，學校曾為家長舉辦「成人服務

參觀活動」及「認識社區支援講座」。期間，

家長們的話題大多涉及為子女選擇成人服

務，當中有不少的家長表示會選擇「新」的服

務單位，讓子女可在較優美環境和新穎設施下

接受服務，家長有這樣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筆者曾在智障成人服務單位工作超過十

年，經歷及見證「新」服務單位的成立，在此

以一所「新成立」展能中心暨宿舍為例子，分

享個人認為值得關注的地方： 

 

 工作團隊的建立 

單位約有四十多位不同職級工作人員。一般而言，他們絕大

部份是初試合作，在工作關係、默契及系統未成熟建立時，較容

易在日常煩瑣的服務流程上出亂子。 

 

 

 

 

   短期內收納眾多服務對象 

因應政府撥款是按單位所收納之人數而

定，故絕大部份機構會在最短時期內(約 2至 4

個月)完成 50位智障人士的收納程序，惟這 50

位智障人士對全體工作人員而言可說是完全陌

生的，他們之喜惡、情緒和特性等是需經一段

相當時間才能有準確的掌握。在這樣的境況

下，服務對象的需要未必能得到滿足，往往因

而衍生負面的情緒及行為。 

 

根據筆者的經驗和觀察，「新」服務單位一般約需兩年時間才能

逐漸上軌道，提供優質的服務。相對而言，已成立一段年期的服務

單位，不但擁有發展成熟的工作系統和富經驗的工作團隊，而且服

務對象已有穩定而良好的適應，故單位職員會有較大的空間關顧新

服務對象的需要和適應。 

 

 

 

 

 

 

 

明白家長在選擇智障成人服務上有不同的考慮。在此，呼籲各

家長在這方面若有任何查詢或疑問，歡迎隨時與筆者或社工何姑娘

聯絡，我們定會盡力予以解答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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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心橋》 

羅婉芬副舍監 

 

我當了住宿服務的工作已差不多十年，雖

然以往並非以智障學童為服務對象，但以宿舍

作為服務形式也有很多相類似及值得參照的地

方。其中一項是院舍化，長期住院會令宿生變

得較被動及倚賴性強，幸好這裏的智障學童跟

其他一般學童一樣，每天都要上學。他們清早

起來，便要刷牙、洗臉、換校服、吃早餐、乘

校車上學，跟香港一般學童無異。而在週末及

假期有些宿生是會回家度假。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宿生能藉此與親人相聚，亦令宿生感到他

們與親人的感情是有所聯系的。 

  

 

 

 

 

 

 

 

 

 

 

事實上，在國內或國外就讀寄宿學校也

是一件很普遍的事，只是有些宿生因家庭狀

況要長期留在宿舍，在此我們更要去院舍

化，讓不同能力的宿生因應自己的能力參與

及有所選擇。這並不是容易的事，工作員要

花上更多的心思設計生活的流程，讓宿舍在

講求有秩序及有效率的集體化生活流程當

中，體現宿生的獨特性及自主性，工作員亦

要有更多的耐性讓不同能力的宿生可以在宿

舍日常生活中，參與不同宿舍的崗位及流

程，顯現他們的獨立性及能力。例如: 即使

行動比較緩慢及倚賴性較強的宿生，我們也

要求他們飲水時自行取水及放回水杯，吃完

飯要自己放回碗筷等。這看似小事，但對他

們學習培養生活中的責任感是有其重要性

的。我相信中度智障學童是有他們的能力，

只是生活如流水作業，一切都習以為常，使

我們漸漸也失去對他們應有最簡單的要求。 

 

 

到職宿舍副舍監已快將半年了, 在

這半年我每天都要花最少三小時的交通

時間往返工作地點，但我覺得這都是值得

的，因為回到宿舍，看見宿生每一張或哭

或笑的臉容，令我感到一切都可以來得很

簡單、直接、真實而沒有機心。我喜歡宿

生稱呼我「Fanny 姑娘」，因為這樣會來

得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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