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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大家知道學校有個沒有人住的宿舍嗎？

原來十多年前，該宿舍住了留夜看顧學校的誠叔和陪伴他的狗
狗。

聽說當時宿舍的前後花園鳥語花香，還養了雞呢！

隨著沒有夜間留宿的安排後，宿舍便只有各種昆蟲、壁虎入住，
原來是石屎地的後園也被野草全遮蓋了，我起初還以為那是草地
呢！

早幾年開始，有喜愛園藝的老師與志同道合的同事逐小逐小在宿
舍附近進行種植活動，並結合教學，慢慢把學生部分課堂從課室
轉到宿舍前的花園學習，試行各類與園藝治療有關的全方位活
動，並把部分活動系統化，例如：AYP中的技能科（園藝）、小
一適應課 (Happy Day Program) 的Natural Friday。

早兩個月開始，部分學生、家長和教職員「停課不停手」，大家
進一步執整宿舍前後的花園，還有專業農夫的指導，希望能在開
學時，讓學生在校內也可「跑出課室」，進行多元化的體驗活
動，有機會更希望能邀請大家到來一起享受種植樂和參與園藝治
療活動。

現在宿舍已改名為「Happy Home」，除了園藝治療活動外，
將會提供實際場境讓學生學習各種生活技能和進行房務工作的實
習。

下次來樂群，期望你能來Happy Home坐坐，與我們學生聚聚
啊！



樂在假中
星期六、日放假的時候，你會和家人一起進行什麼活動呢?想必大家腦
海裡都會立即浮現以下的片段，去茶樓飲茶、逛商場、郊野遠足等活
動。近年社會盛行身、心、靈健康的風氣，於是一些本地遊的旅行團以
及DIY工作坊應運而生。

如果你有興趣在週日:
體驗農耕，一嘗自家種植的樂趣
DIY製作園藝相關的產品
近距離接觸大自然，享受遠足
1日店長、店員初體驗，嘗試營運及售賣貨品

希望日後有你與我們一起參加「樂在假中」

我們的理念:
- 開放校園，使學生與社區建立聯繫。透過不同的活動，增加學生與社 
  區不同人士接觸的機會，展現他們的才能，建立共融和諧的社會
- 美化校園，建立綠化帶，為學生建營造舒適的校園環境
- 「Train the Trainer」為家長及學生進行義工培訓

園藝活動花絮

辛勤農耕後，享受美味的食物

DIY園藝相關  品(園藝治療)厂
文

生

方育德老師



小樂群童你齊抗疫
各位家長，各位同學，好久不見了！大家有想念老師和同學，有想念多姿多采的校園
生活嗎？經歷長達4個月的停課，本港的疫情開始緩和，我們終於可以再次上學了！
雖然如此，但我們也不應掉以輕心，應繼續做好個人和環境衛生，減低2019冠狀病
毒在學校傳播的風險。以下我們會為大家介紹同學復課後的防疫措施，讓我們一起努
力，儘快回復正常健康的生活！

當同學乘坐校車上學時…
Ÿ 上校車前老師會為同學量體溫，並提供酒精搓手液給同學清潔雙
手。

Ÿ 各位同學乘坐校車時，必須戴上口罩。

當校車到達學校時…
Ÿ 各位同學下車後使用酒精搓手液清潔雙手，然後直接上課室，不
用到操場集隊，避免人群聚集。

當同學上課時… 
Ÿ 每位同學有獨立的書桌和椅子，互相保持最少一張桌子的距離，
避免緊密接觸。

Ÿ 如同學在戴口罩上需要協助，老師會按需要在同學的書桌上安設
透明屏擋或暫時安排同學坐於課室角落，與其他同學隔開。(雖然
戴口罩會有點不適，但為了保障大家的健康，請同學努力戴上口
罩吧！)

Ÿ 老師會讓同學獨立使用玩具、教具及圖書，避免分享。使用後也
會進行清潔及消毒。

Ÿ 每堂完結後，校工同事便會消毒學生桌面及其他經常觸碰的地
方。

當同學交功課時…
Ÿ 老師會獨立處理每位學生的功課袋，避免學生及其個人物品與其
他同學接觸的機會。

吳玉瓊護士、楊瑋軒護士



如有同學在學校感到不適…
Ÿ 護士會檢查同學的情況，如果有同學發燒或有其他較嚴重的呼吸
系統感染病徵，護士會安排同學於隔離室觀察及照顧，然後老師
會通知家長帶學生求診。如果同學在回校前感到不適，請避免上
學，應立即求醫並留在家中休息會比較安全呢！

除此之外，校園已加強清潔和消毒，讓大家可以在清潔和安全的環境下學習。各位同
學也應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包括均衡飲食、適量運動和充足的休息。希望大家保持
身心健康，盡情享受愉快的校園生活！

當同學喝水或享用茶點時…
Ÿ 每位同學都會使用自備的水樽喝水。

Ÿ 進食前後及戴或除口罩前後，同學都需要清潔雙手。

Ÿ 每位同學都有一個口罩暫存盒，當需要摘下口罩喝水時，就把口
罩放進盒子裡，避免弄污口罩。喝水後記緊立即戴回口罩啊！當
然老師也會從旁協助的。

Ÿ 每位同學都會有自己的茶點，雖然知道大家很想分甘同味，但在
這個非常時期還是不應分享食物比較好呢！

Ÿ 由於口罩已經戴了一段時間，在最後一節吃茶點後，同學會更換
一個新的口罩。

當同學上洗手間時…
Ÿ 為免人群聚集，同學需要分批使用洗手間。洗手間每次只供兩位
學生使用，所以請大家要耐心等候喔！

Ÿ 如廁後，各位同學記緊徹底清潔雙手啊！

當同學放學時…
Ÿ 同學不用到操場集會，只需要在課室裡聆聽廣播宣佈，然後按自
己的車線輪流上車。在上車之前，請再次使用酒精搓手液清潔雙
手。(也別忘了跟老師和同學說再見啊！)



最近因為疫情，各位家長都未能帶您子女外出參加不同的活動，而且各位留
在家中的時間可能比平時更長，多了時間與您的子女互動，以下想跟大家分
享一下與「玩」一樣能促進語言發展的活動—親子閱讀。

如何跟孩子一起閱讀？
親子閱讀除了把讀物的內容「讀一次」給您的子女聆聽之外，家長還可以扮
演促進者和聆聽者的角色，在共讀的過程中能因應他們的能力引導學生表達
讀物中的內容，並期望他們漸漸能主動扮演說故事的角色。
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親子伴讀中一個稱為「對話式閱讀」的技巧，而這正正
希望能達到以上的目的。

對話式閱讀
在「對話式閱讀」中，「PEER」步驟是最基礎的伴讀技巧，家長在伴讀的
過程中跟隨以下步驟：
(一) 誘發 Prompt
家長引導學生表達多一點讀物中的內容；
(二)評估 Evaluate
家長因應子女的回應，給予適當的反饋：當學生能正確回應時給予肯定和鼓
勵，反之則給予恰當的示範；
(三)擴展Expand
家長把子女的回應擴展，延長其語句及豐富當中的內容；

(四)重複 Repeat
家長再向子女發問相同的問題，讓學生重複一次經擴展的語句。

怎樣誘發子女表達?
在對話式閱讀中，有五種誘發技巧(CROWD)能用以開展一個PEER步驟：
(一) 填充式提問 Completion prompt
家長重複相同的句式後，在誘發時特意留空讓子女回應，如「小貓食�蘋
果，小貓食�麵包，小貓食�＿＿＿。」；
(二) 回想型提問 Recal l prompt
當完成閱讀部分或全本讀物後，家長透過發問，引導學生回想故事的內容，
同時加深記憶；
(三) 開放式提問 Open-ended prompt
家長可以發問關於故事內容相關且沒有固定答案的問題，例如「你睇�呢度
發生乜�事、你估�主角會覺得點？」
(四) Wh- 提問 Wh- prompt
這些提問主要包括何時(when)、何地(where)、誰人(when)、何事(what)、
何故(why)、如何(how)，這些提問能教導您的子女教導新的詞彙；
(五) 連接生活經驗的提問 D istancing prompt
家長可以發問與讀物內容與生活經驗相關的問題，如「小貓覺得唔開心會食
甜品令自己開心返，咁你覺得唔開心�時候會點啊？」

期望以上的技巧能幫助家長們能更有效地與您們的
子女一起閱讀，但同時亦要留意，令親子閱讀的過
程的氣氛輕鬆愉快也十分重要，盡量避免令子女覺
得是在做功課或是做訓練，這樣他們才有動機繼續
與你一起看書。大家不妨趁著這段時間，多與您的
子女一起閱讀吧！

親子共讀技巧
言語治療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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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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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訓練 <情緒健康鬆一鬆>

當我們遇到壓力時，身體及心理上會因而有變化或情緒起伏，包括冒汗、緊張、煩躁、
睡眠質素降低甚至情緒波動；同樣地，孩子們亦會有壓力，需要逐步掌握及建立一套
適合自己的、有實際效用的減壓餐單，避免因久而久之積壓的情緒而影響心理情緒健
康。以下是一些舒緩壓力活動例子供選擇/參考，希望能幫助孩子運用及舒緩壓力：

<親子減壓活動>
活動項目 活動物資 減壓餐單活動例子  

² 搓麵團 

² 陶藝 

² 麵粉團 

² 陶泥 

² 水 

 
          

 
² 感官籃 ² 乾通粉 

² 乾豆 

² 乾米 

(可配小玩具) 
       

² 滾一滾 

-往前後滾動 

-輾轉反側 

² 大毛巾 

² 柔滑布 

² 在墊 

² 在床 

     

² 彈力人 ² 柔滑布 

² 拉架布 

² 在墊        
² 超人 

² 搖搖船 

² 在床 

² 在墊 

² 兒歌   

² 按摩 ² 在床 

² 在墊 

² 治療球   

 
孩子們能透過學習及選擇合適的活動，明白自己需要調適情緒及如何用正向方法舒緩壓
力，同時亦有助增進親子關係，令心理情緒能健康地發展。

      圖書館推介

近日，在新冠肺炎的影響下，同學很多時候都要留在家中，家中圖書可能
已看了很多次，也未能到圖書館借書。今日為同學和家長介紹一個免費電
子書APP——HyRead3！HyRead3是電子圖書庫，並於近年與香港公共
圖書館合作，為讀者提供免費圖書借閱，藏書量超過19000本。家長和同
學只需要按步驟，登入香港圖書館的號碼及密碼，就能借閱4本圖書。而
HyRead3有大量有聲書及兒童繪本，都適合同學借閱。香港公共圖書館於
每月亦會精選30本圖書，可供即時借閱讀，無需等候。如想學習使用
HyRead3，請掃瞄QR CODE，附有影片教學。

職業治療師 陳宇穎姑娘

       圖書館推介
      免費電子書APP——HyRead3



http://www.cr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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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投稿

願你  李進發老師

時光荏苒，轉眼便到了離別的季節。

你已不是當初那個懵懂的你，縱使緩慢，可是我確實感覺到你一點點的變得成熟。雖然世界對你誤會
很多，但你總是能勇敢面對，照著你自己的步伐，逐步往前，從不抱怨，踏實的努力。每當我失意
時，你稚嫩卻堅強的身影總能讓我打起精神，喚回初衷。

如此善良認真的你，未來還會有很多挑戰，願你能被世界溫柔對待，健康長大，快樂成長！

旅行是最好的學習  麥淑敏老師  

每次旅行都是另類的學習方式，一種就只有在旅途上才領略到的能耐。

那種帶著到陌生環境與不認識的人互動和建立關係的探險心情，那種帶著既興奮又緊張、雀躍的情
緒，像發現新大陸般的期待，更讓我體會到旅行是最好的學習，因為所接觸的是神氣活現的鮮活人事
物，甚至把從書本學來的、別人口中聽來的林林總總的知識、常識和經驗，加以印證，所有看到、聽
到的間接經驗，統統活化在自己的眼前。

如果要說書中自有黃金屋，世界這本書就是一本最應該去讀的一本書，它也是最博大精深的一本。

淺談武術  蔡雲貴老師

除了教師外，我另一個身份是習武之人。這次淺談中國武術的特點之
一——「發勁」。「寸勁」在很多武術片都會有提及，甚至是李小龍先
生最觸目的表演。「寸勁」其實是在一個很短的距離，但有很強大的爆
發力。如有看李小龍先生的表演，李氏能在很短距離，將人打到十步之
外。這種發勁與其他武術有大的差別，其他武術多數以拉弓打出爆發
力，即是手越拉後，打出的力量越大。而「寸勁」則是能在短距離，打
出爆發力。其原因在於身體的協調，手所發的力，其實源於腳部、轉
腰、提胱、搖腕等不同部份，再將力量帶入拳頭，從而在短距離打出爆
發力，所以在《少林足球》周星馳常說「力從地起，腰馬合一」，就是
這原因。因此，習武的好處之一能協調身體，確實適合男女老少強身健
體。期望下次和大家分享武術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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