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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分享】 

 

李偉賢宿舍家長 

 

    各位好，我係住宿部嘅宿舍

家長李偉賢，宿生們都叫我做

「偉 Sir」。本人於 2012 年 11

月正式入職，不經不覺已工作了

超過一年。 

 

回望過去，初初入職時真的有一點點適應問題，宿生們

活潑、好動的特性，對本人的體能有一定要求，過往的工作

經驗主要以長者及視障兼智障成人為主，活動能力較為遜

色，因此精力旺盛的宿生們對本人實屬一大考驗！隨後嘗試

調節個人生活習慣、包括多做運動、足夠休息等，加上同事

們的提點及關懷，之後已漸漸適應工作了。 

 

展望將來，本人除了向宿生提供優質的起居生活照顧

外，亦期望透過以往的工作經驗，向將近畢業的宿生提供諮

詢及輔導，促進各人日後轉投智障成人服務之適應性。 

 

 

【一點一滴】 

 

黃麗玲副校 

    

我喜歡「望著」你們，

望著你們飲水、望著你們吃

飯、望著你們玩玩具、望著

你們看書、望著你們執書

包、望著你們開心的笑…，

但我最喜歡的是你們望著

我。 

 

我喜歡「叫喚」你們，

叫你們早晨、叫你們坐好、叫你們上堂、叫你們洗手、叫你

們排隊、叫你們如廁、叫你們再見…，但我最喜歡的是你們

叫我。 

 

我喜歡「談論」你們，與拍檔談你們、與姑娘談你們、

與父母談你們…，但我最喜歡的是我們可互相傾談。 

 

我知道同工的用心，我看見父母的付出和期望，但我

更體會到你們的努力，由沒有漸變擁有，由些少漸變愈多，

由不清楚漸變了解，一點一滴的累積，你們的付出，比任何

人都要多及艱辛，但請不要放棄，我們所有人都會一直望著

你們，叫喚你們，談論你們，好讓我們的生命一直豐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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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與工作】 

 

羅耀恩老師 

 

     大家好！我是本年度新入職教師─羅耀恩老師。在此感

謝林校長給予工作的機會，讓我可以在這裡工作及學習。最初

我有些擔心自己能否適應，心裡存著一點憂慮，但在開學日看

到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的學生，發覺他們是很乖、很有禮

貌的，便發覺自己的憂慮是不必要的。而且，我今年有幸能夠

加入第六組，與兩位富有經驗的老師一同合作，他們也很樂意

幫忙和教導我，與我分享教學心得，使我很快便適應工作。 

 

相信很多人都喜歡外遊，我也不例外，旅行是我其中一項

興趣。每年暑假我會與丈夫和子女一同外遊。泰國是我們旅遊

地方的首選，這裡很

適合渡假，也適合年

幼的小朋友遊玩，所

以我們每年都會去

泰國。剛過去的暑

假，我們去了泰國十

二天，亦是逗留泰國

最久的一次。 

 

 

 

 

    

泰國的東北

面有一處地方，名叫

「 考 艾 」 (Khao 

Yai)，距離曼谷約兩

小 時 三 十 分 鐘 車

程。這地方感覺較鄉

村，人煙稀少，但這

裡卻很適合帶同小

朋友遊玩。這裡有不

同大小的農場，其中一個較有名的農場叫「Farm Chokchai」，

農場設有導賞，帶遊客參觀整個

農場，以及介紹農場的運作及設

施，遊客更有機會親自擠牛奶、

品嚐雪糕等。除了農場，附近亦

有葡萄園，只需很便宜的入場費

便可參觀，品嚐美酒和葡萄汁，

園內亦有又新鮮又香甜的珍珠黑提子售賣。考艾的酒店/渡假

村亦各具特色，房子外觀有的像樹

屋、有的像軍營，也有的像堡壘；酒

店的遊玩設施也多元化，例如：小型

賽車(Go-kart)、騎大象、纜車等，

足足可以用一整天時間享用酒店的

遊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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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考艾有一

個國家公園，又名

「大山國家公園」，

它是世界自然遺產

之一，風景優美，除

了 大 自 然 森 林 區

外，還有自然野生動

物保護區，這絕對值

得一去的地方。而另一農場「Jim Thompson farm」也有向

日葵花田供遊人觀看及拍攝，以及展示很多農作物的收成，

惟它每年只開放一個月(12 月至 1 月)，有機會的話，大家

不妨去這裡旅遊！ 

 

每次的旅行，我都懷著期待的心情，希望能享受旅行的

樂趣，擴闊自己的視野。今年我有幸加入保良局余李慕芬紀

念學校這個大家庭，也是懷著期待的心情，希望能享受教學

的樂趣，豐富自己的教學經驗。 

 

【家校情懷在燃點】 
 

廖偉儀老師 

 

記得於本年十一月八日星期五下午五時至八時，假學校停

車場舉行一個名為「親子燒烤活動」。正因這個活動，使家校

師生及家長共融生活於一刻情景裡，讓家校的情懷展現著彼此

關懷愛護及分享的情操，從而瞭解家長和教職員的教學活動歷

程，好讓大家在於合作下，使辛辛學子們享受於歡樂而健康的

校園裡，從而獲得知識和技能。 

 

活動中有家長知道不少教職員參與，而且尚有部份校友回

校參加一年一度舉行之「深秋送爽」的燒烤活動，除彼此加強

溝通和分享外，讓已畢業校友有著「愛回家」的感覺。此外，

在學校的學生家長知道學生的成長背後除自己的努力付出之

外，還要得到各方的支持如父母、朋友及學校教導，這種無私

的奉獻，使在學家長明白子女的成長，還會獲得社會以外的支

援，不會受到歧視，反而得到更多禆益和支持。 

 

本年度「燒烤活動」參與的人數頗多，而且獲得校方及

家教會支持，並透過這種活動，使家校更清

晰家長和學校之間的合作、分享和融合，從

而獲得大家的信賴，並有助學校的發展。讓

在學的學生學習獲得機會更多，期望校方多

舉辦相關活動，使家校的合作和發展空間，

有更廣闊的領域、燃點著這空間，讓這些孩

子學習的知識和技能，更具體化和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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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送給我彩色的翅膀】 

盧芍穎家長 

 

  盼望著，盼望

著，終於在電腦漆黑

的屏幕中第一次看

見你。那小小、圓圓

的黑點，醫生說是頭

和四肢，看上去像一

粒超微型熊仔橡皮

糖，就在那一刻，我深深的愛上了你。懷著你的日子，是

我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畢竟，經歷了前兩次的失敗，快

樂應該是雙倍的吧。直到那天，在助產士的幫助下，你終

於來到了我們的世界。淚，潸潸的從我眼眶裏掉落，感謝

天、感謝醫生、更感謝你。 

 

護士把剛洗完澡的你交給我，頭髮仍是濕漉漉的，小

小的身軀被嬰兒袍包裹得幾乎找不到。每晚淩晨三點十五

分，你必定會像個鬧鐘般把我叫醒，提示吃奶的時間已到

了 – 對於吃，你真的非常熱衷。而每當睡醒，你總是笑

眯眯的看著我，小嘴裏還沒有長出牙齒的牙肉，像兩排又

軟又甜的軟糖，讓人恨不得一口咬下去。然後你會「嗚嗚」

地與我談心，手腳時而興奮的撥動著，急不及待向我傾訴：

「媽媽，我也很愛你」。 

 

＊   ＊   ＊ 

 

            

 

「那天晚上，」我哭著對

身兼社工的主任說，「我罵她

『陀衰家』。」「你不夠愛她。」

主任一句當頭棒喝，令我如夢

初醒。那段日子裏，像跌進了

黑暗的幽谷 – 迷失，因我不

明白爲何別的孩子已在公園

裏爬上爬下，你卻仍然推著學

行車在蹣跚的學走路；氣憤，

是因爲我不知道爲何把一塊積木叠高對你來説是如此艱難

的任務；心碎，因他們告訴我你可能這一輩子也不懂得叫

我一聲「媽媽」。「媽媽」這個名詞，忽然像一塊千斤重的

鉛錘狠狠的打在我的肩上，在那段我人生中最最晦暗的時

間裏，攜著你四處奔走，渴望著「神仙」的出現，是當時

我唯一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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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的路既漫長又磨人，一浪接一浪的訓練計劃令人喘

不過氣來，爲了你，我給多年的事業劃上句號，也不再與舊

朋友交換凑仔經，你漸漸成爲了我一個隱了形的女兒，朋友

們對你的一切都一無所知。然而，你卻怎麽竟帶著我去開啓

另一個世界，一個一般人無法了解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

醫院、輪椅、病童幾乎是每天例牌的布景，還有那一幕幕路

人當面對我喝駡你「沒家教」的場面，都那麽深刻和震撼。

在這個世界裏，懂得擦臉、畫直綫，甚至連站起來這些微不

足道的事情，都變成了天上的繁星，任憑我竭盡全力也彷彿

捉摸不到。 

 

像你，一步一步的，我從跌倒中慢慢學懂站起來。漸漸

地，我開始明白要發揮上天賦予的強大母愛，比其他母親更

愛她們的孩子般去愛你。回首過去，驀然驚覺原來我懷中已

有著碩果纍纍，多年來一點一滴積累下來的知識，竟造就了

你妹妹的成長，而從前的那些苦和痛，不知怎地竟慢慢變甘

變甜，成了我作爲母親的一些刻骨銘心的回憶。 

 

     

 

【相親一家人】 

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及宿舍紀實 

高欣海家長 

 

“只要踏進這個家，便覺天

倫愛可嘉，彼此體卹語中多關

注，愁悶一概抛下……”  

 

我第一次聽見這首溫馨的粵語歌曲，是在余李慕芬宿

舍。社工向新入舍的家長們介紹完宿舍的流程，開始播放孩

子們這兩個月入宿以來的日常生活照。一張張洋溢着的笑

臉，如春風沐浴，伴隨着這首歌的旋律，綻開幸福甜美的笑

容，正如歌詞裡所吟唱的“可愛是這一家，愉快溫情滿一

家。”我熱淚盈眶，一股暖流湧上心窩，當即向舍監李姑娘

詢問這首歌的名字 - 《可愛的家》。 

 

俗語道，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個門。欣海從去年九月，

到余李慕芬學校入讀住宿已九個月，他很愉快，喜歡這裡的

每一位老師、社工和工友。每次看見他歡歡喜喜地走進教室

和宿舍與父母道別，我們心中充滿着感恩。而我作為一名普

通的家長，每次踏入學校及宿舍也同樣都有一種賓至如歸的

感覺。 

 

慕芬學校的每一位教職員，從校長到老師、社工、司機、

護士、工友，對工作盡心盡職，待家長儒雅有

禮，對學生愛心體貼，他們優秀的心理素質，

對這些特殊孩子發自內心的最真摯的關懷與愛

心，營造出一種輕松和諧溫馨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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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家長，我體會到慕芬學校有三點最與眾不同的辦學

之道： 

1 全方位的開放式教學模式，這是我在香港見到的一所最開

放的學校。家長可以隨時隨地進入任何一間教室觀課，無需

預約。任課的教師對觀課家長總是彬彬有禮，非常樂意家長

的參與。 

 

2 學校和宿舍經常組織各種課外親子活動，主動與家長溝

通，增進了解，共同幫助孩子成長。如宿舍組織親子廚藝比

賽，各種親子旅行和聚餐活動，欣海所在的“超人組”還組

織了卡拉 OK 演唱會，室內滾球活動等。這些豐富的課外活

動，不僅加強了師生感情，也給家長們減壓，在互相了解溝

通的過程中，更融入了一份暖暖的親情。 

 

學校的課外活動也異常豐盛。我和孩子一起參加訓導主

任 Roy Chan舉辦的親子跑步活動。陳主任細心地將動作一步

步分解示範，讓家長們手牽手帶着孩子跑，跑了幾次，他們

漸能獨立跑了，欣海這次活動進步很大，受益非淺。 

 

欣海在第五組，我見到第五組

的老師從來沒有利用午休時間出去

吃去過一餐飯，每天中午只是叫外

賣盒飯在教室裡吃，以方便看顧學

生。 

 

 

                      

 

為讓這些特殊孩子們融入社會，學校還組織了“同根同

心交流團”，欣海參加了廣東清遠之行。這次活動，欣海特

別開心，開闊了眼界，回家畫了關于這次旅途的圖畫，特別

是他所住的“金龍灣大酒店”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是欣

海第一次離開父母參團旅行，大大提高了他的獨立生活能

力，也讓我們對他將來融入社會增強了信心。時值春夏之交，

蚊蟲盛多，因為此行訪問農村和郊區，欣海皮膚比較敏感，

容易招來蚊蟲叮咬，與欣海同宿的顏慶輝社工對欣海悉心照

顧，欣海回來时，身上竟沒有一處被叮咬的痕跡，讓我們吃

驚，也特別感動。 

 

- 3 全校員工待人接物彬彬有禮，以生命影響生命，給這些

特殊兒童安全感 ，給家長信任感，讓大家都有一種歸屬感。 

 

教育是一項神聖的事業，因為優秀的教育工作者可以燃

亮他人的生命。孔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樂乎！”，

展現了作為一名教師“桃李芬芳，譽滿天下”時的喜悅心

情；而余李慕芬是一所特殊學校，老師們對這些特殊孩子不

圖回報，無怨無悔的愛心付出，更充分彰顯了孔子“有教無

類”的教育理念和人文情

懷。 

 

以上一點文字，是我對

慕芬學校的真實感受，僅以

此文表達我們家人對全校教

師和工友的感謝與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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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聲謝謝】 

姚俊瑋家長 

 

 

    我滿心的感謝你們對兒子俊

瑋的關懷與照顧! 

 

學校是一所促進刺激，提升

學生愉快學習增值的地方，我希

望幼兒能自小培養出多方面的興

趣，令幼兒學習全面性，不但在

學校課本上的知識和技能，希望

學校能啟發孩子的思維和創意，互動學校是我的期望，全

校都用心良苦，辛苦了! 

 

 

 

 

【家長講座-穴位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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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掌反射健康， 

你知道多少? 

 

 
 

拍手功，齊練功，保健身體好輕鬆! 感謝譚亦好女士(美容保健導師) 

與家長分享穴位按摩保健知識 

http://hk.images.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3eg9cFOo45S4XcAcce1ygt.;_ylu=X3oDMTI0NnNsMGQwBHNlYwNzcgRzbGsDaW1nBG9pZAMwYTBlYTM2ZWQ3OTE1MGZmZGNiODYyMDdlM2E2ODBjMQRncG9zAzEwNARpdANiaW5n?back=http://hk.images.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thank+you&_adv_prop=image&va=thank+you&fr=FP-tab-web-t&spos=36&nost=1&tab=organic&ri=104&w=1600&h=945&imgurl=4.bp.blogspot.com/-4IgpL0zbtcs/UX_tHksl9YI/AAAAAAAABpc/GBYYEl777sY/s1600/thank+you2.jpg&rurl=http://blushesanddimples.blogspot.com/2013/04/obrigado.html&size=210.2KB&name=Blushes+&
http://hk.images.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8tUwJg1wnlSHzsA5eO1ygt.;_ylu=X3oDMTFyMjhhbHV1BHNlYwNzcgRzbGsDaW1nBG9pZAMxNDJhOWM4ZWU0YjkxY2ExODA3MjE0NmY1N2U4YzEwOARncG9zAzU0?back=http://hk.images.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health&_adv_prop=image&va=health&fr=FP-tab-web-t&tab=organic&ri=54&w=360&h=318&imgurl=www.mozdex.com/images/life-insurance-health-class.gif&rurl=http://www.mozdex.com/determine-health-class-rating.php&size=14KB&name=How+Do+I+Determine+My+<b>Health</b>+Class+Rating&p=health&oid=142a9c8ee4b91ca18072146f57e8c108&fr2=&fr=FP-tab-web-t&tt=How+Do+I+Determine+My+<b>Health</b>+Class+Rating&b=31&ni=21&no=54&ts=&tab=organic&sigr=11nlu6plf&sigb=13kdf0uou&sigi=11ltjpaoc&.crumb=sKQYShsKzcj&fr=FP-tab-web-t


     

【親子燒烤】 
 

           

              【週末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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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副主席思齊媽媽 

帶領學生進行手工藝及 

律動唱遊活動 

 

義務美術導師 Leann蒞臨本校

教導學生進行視藝創作 



【週末俱樂部】 

 

 

      【世界美食嘉年華聖誕家長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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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會大學體育系 

學生義工蒞臨本校與學生舉辦

「週末體藝樂紛紛」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