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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撰文之日適逢復活節，記得小時候，勞作多數是畫復活兔、製

作復活蛋裝飾等；為什麼是兔子，郤不是小貓？為什麼是蛋，卻不

是花？原來是來自歐洲的傳統和神話。兔子和蛋象徵春天來臨了，
萬物復甦、新生命來臨，如同耶穌基督的復活，為人們帶來救恩和
希望。
     藉著基督的愛，我們也可為自己和身邊的人帶來希望，讓我和
大家分享四顆希望復活蛋：

H-笑臉（Happy Face）：笑容是有感染力的，研究顯示笑能讓人產生

                               快樂荷爾蒙（endorphin, Hoare, 2004） .你
                               的笑容能讓身邊的人不知不覺也笑起來，讓
                               快樂傳揚開去。

O-施予（Offer）       ：施予不獨是有形的物資，更重要是與人分享
                               無形的知識、技巧和關懷，授之以漁，還有
                               你耐心的傾聽和支持。

P-正面（Positive）    ：生活中常遇到很多困難，假設嘗試逆向思維，
                               把「解決困難」換成「尋解導向」

                        （Kim et al., 2019），勾劃沒有了該問題後的
                         理想景像，繼而用正向思維找出可行的方法
                               達至目標。

E-賦權（Empower）   ：我們要信任自己和身邊的人有能力找到解決
                               方案、從磨練中成長，還會不斷進步，結合
                               上述的 H.O.P.，就像聖經中所述的好撒瑪利
                               亞人一樣，讓我們關心的人充滿力量。
     雖然疫情未知何時完結，只要我們常懷這四顆復活蛋，由自己做
起，並送給身邊的人，定可為大家帶來健康和希望！

復活節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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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閱讀獎勵計劃
本學年圖書館會推出更新的閱讀獎勵計劃。

計劃將分為兩個部份，一部份是 ，閱讀量記錄冊
同學只需要記錄書名、讀後感和閱讀日期，就能獲獎金、銀、銅獎。

另一部份是 ，同學完成後，即可獲得一份禮物。指定閱讀報告
同學獲取金獎並完成至少一份閱讀報告，即可獲得 。閱讀獎勵計劃金中金

同學如能獲取五次 ，閱讀獎勵計劃金中金
於畢業時，就能獲得 。樂群閱讀終生成就獎

獲獎容易，不設上限。優惠及條款細則，不受限制!
請大家積極參與!

 

閱讀獎勵計劃

閱讀量

(以三學段累積計算)

銅獎

(10本書)

銀獎

(30本書)

金獎
(50本書)

閱讀獎勵計劃金中金

(同學獲取金獎並完成至少一
份閱讀報告，即可獲得)

閱讀報告

每做一份，都
會得到小獎品

本年度，圖書館成功申請由軒轅
教育基金會舉辦的「社區書櫃」
計劃。軒轅教育基金會及善長送
出了一百本圖書及流動圖書車。
圖書車將投入服務，穿梭各個班
房，為同學帶來閱讀的樂趣。

復課後，圖書館將為「社區書櫃」
舉辦啟動儀式，屆時軒轅教育基
金會及善長將會來臨本校，希望
各位家長能出席支持。



各位家長、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霍SIR，
很高興能在校訊內投稿，與大家分享我在放假時喜歡做的事。
常言道：「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當我有假期時，
我喜歡去旅行，用眼睛看風景，用心感受當地的文化。
各位同學，如你們有機會與家人或老師到其他國家旅行或交流，
在遊覽之餘，也可留意一下當地人民在衣、食、住、行方面，
與自己的不同，從中你會發現很多有趣的地方。
最後，緊記在任何時候都要保持個人衛生，
祝願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指縫中的操場     曾啓源老師

一個陽光和煦的早上，我看到你。你在雨天操場隨意跑着，
面上掛着天真燦爛的笑容。頓時，你停下腳步，駐足在欄杆
前，目不轉睛的注視着操場的大門。你做出平日慣常的小動
作，一個屬於你的小動作。你把手掌張開，放到臉膛，目光
從 。我慢慢的走到你身指縫間漏了出來，瞄着那操場的大門
後，你並沒有在意。我蹲下了身，單起了眼，盯着你那纖細
的手指。此刻，我與你看着同一的指縫，看着同一的畫面。
然後，我看到了……

教職員投稿



親子互動小貼士
 言語治療師朱傳勇先生、韓小妹姑娘

對於我們的學生來說，除了回校與老師和同學相處外，其餘大部分時間
的溝通對象都是家長們，因此家長在促進學生語言能力方面扮演一個
不可或缺的角色。以下會與大家分享一些親子互動時的小貼士，希望大
家能透過親子互動有效地促進子女的語言發展。

（一）跟隨子女的步伐，提升溝通動機

在親子互動時，可以讓子女自由地在情景中探索不同的事物，因應子女
的興趣去引導他們更多主動的表達。除此之外，家長亦可刻意製造一些
溝通機會，例如要求事物等，從而提升他們的溝通動機，這樣做對較為
被動的子女尤其重要。

（二）描述現時現地發生的事，增加語言輸入

在你跟子女互動的時候，可以試試當一個現場記者，描述你的子女正在
做的事；又或可試試做一位旁述，描述自己在情景中所做的事，這樣做
可幫助他們把語言和情景中的事和物連繫起來，有助語言的整體發展。

（三）基於子女的表達，豐富其內容及延長句子

家長可以運用子女在互動時一些自發的表達，去幫助他們鞏固所得，學
得更多。例如子女說「飲水」，你可以建基於子女的表達，跟他說：
「媽媽飲水」，又或者「係啊！口渴就要飲水啦」等等，既能豐富表達
內容，又能提供語言輸入。

（四）給予適當的等待時間，適時給予引導

明白家長在親子互動的時候，希望子女能立即回應，所以很快就給予引
導或者示範，但我們的學生需要多一點時間思考和組織，不妨先等一
等，讓他們先嘗試，之後才給予適合子女能力的引導，緊記不要只問子
女問題啊！

家長們可以與你的子女一同進行不同的親子活動，透過例如一起玩玩
具、做小手工、製作小食等具高溝通動機的活動，提升子女的語言及社
交溝通能力，還可藉著這些親子互動建立正面良好的親子關係。大家不
妨每天抽一些時間，與你的子女一同享受親子互動的樂趣吧！



<專職在家訓練小貼士>

職業治療家居訓練

職業治療的「職業」是指我們日常生活上的活動，包括自理、  
學習、餘閒、運動和遊戲等。我們的成長過程中，就像幼苗般
吸取所需養份，每天不斷學習和吸收豐富的知識，我們可於
日常生活中讓孩子建立適切的家居活動時間表從而練習及學以
致用，以下是一些例子：

訓練活動例子 訓練項目 訓練目的及元素 

［活動一］自理 

 

-摺被子/衣服、扭乾洗臉

巾 

 

-鍛鍊大肌手肌力量 

-建立良好家居生活習慣 

［活動二］家務 

 

-執拾分類 

玩具、書本刊物、衣服

等 

-鍛鍊專注力、視知覺、工作記憶、大肌手

肌力量、活動耐力 

-建立良好家居生活習慣 

［活動三］家務 

 

-親子小食製作 -鍛鍊認知、專注力、工作記憶、優先次序

判斷及解難、情緒管理、活動耐力 

［活動四］大肌 

 

-協調平衡 

隨歌起舞、「扭扭樂」 

-鍛鍊大肌手肌力量、協調平衡、活動耐

力、情緒管理、工作記憶、跟從規則 

［活動五］手肌 

 

-摺毛巾、開關儲物盒 -鍛鍊手前二/三指運用及肌力、視知覺、

活動耐力 

 

<家居訓練小貼士>

職業治療師 陳宇穎姑娘



`每天時段 家居訓練活動 內容 

早上 8:00-8:15 自理、家務 -洗臉及扭乾洗臉巾、收摺自己被子

        

中午 12:00-12:30 親子午餐製作 -協清洗食材、協助量水/份量、協助調味 

               

下午 3:00-3:30 餘閒運動 -大肌遊戲「扭扭樂」   

 

下午 5:00-5:30 手肌、家務 -協助掛晾或收摺衣物/毛巾 

         

 

<家居訓練活動時間表(舉隅)>

， 他 肌伸展、除了以上活動例子之外 亦有其 大 平衡
活動 、本 活動 肌活動 片於 網體覺 和手 短 本校 頁內供
家長 子參考使用。 望能 過 些家居活動，及孩 希 透 這
讓孩子們得到 的練 、 續 快地學習 長。適切 習 繼 愉 和成



親子運動齊抗疫
吳玉瓊護士、楊瑋軒護士

近來由於疫情的關係，各位同學經常留在家中，減少
了出外跑跑跳跳的時間，想必也會感到沈悶。運動量
不足可能會影響同學的心情，甚至感到抑壓。適量運
動不但可以促進心肺功能，增強身體的抵抗力，而且
可以消除精神壓力，透過釋放的胺多酚使心情變得輕
鬆愉快。雖然這段時間留在家中，但家長也可以藉著
這個機會與孩子一起進行家居運動，增進親子關係。
以下我們會介紹三個可以在家中做的遊戲，家長可以
和子女一邊玩遊戲一邊做運動，使運動變得更有趣。

1.快樂彈彈跳
目標：提升跳躍能力�

用具材料：圖卡⼂字卡或雜誌紙�

玩法：
1.將圖卡貼在牆上不同高度
2.家長說出圖卡名稱，子女站在牆邊跳高
  拍該圖卡
3.家長也可一次過說出幾張圖卡，讓子女
  先記住，然後依次序跳高拍

玩法1:
圖卡也可變為數字卡、字母卡或生字卡，
來配合幼子女其他範疇的學習。

玩法2:
摺一隻紙飛機代替圖卡，用線綁著吊在半
空，讓子女跳高拍動紙飛機，使紙飛機好
像向上飛。

資料來源: 香港耀能協會SAHK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sahk1963/posts/1342453442593758/

https://www.facebook.com/sahk1963/posts/1342453442593758/


2.單腳企鵝
目標：提升平衡力�
用具材料：水樽�

玩法：
1.找一個空曠的位置
2.可與子女同時開始單腳企，比賽看誰的腳
  先放下來
3.也可增加難度，手拿水樽或者單腳同時
  跳動

資料來源:杏林在線-在家運動抗疫

網址:https://viu.tv/encore/medicine-online/medicine-onlinee199joi-ga-wan-dung-kong-yik

3. 踩地雷 

目標：提升手腳協調�
用具材料：顏色飛碟�

玩法：
1.2人一組，面對而站，中間放4色飛碟
2.由家長給予顏色指令，子女立即把腳尖輕觸
  同色飛碟

資料來源: 香港教育⼤學

網址:https://home.eduhk.hk/~teachpe/PE-fitness/page/game.html

除了以上的運動遊戲外，衛生署及康文署也介紹了不同的親子
體適能運動 (詳情可參考以下網址)。希望大家在停課的期間，
都能保持身體健康，增強抗疫的本錢。

資料來源: 

衛⽣署學⽣健康服務

網址: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emotional_health_tips/files/

         Health_Tips_for_Fighting_the_Virus_(Students).pdf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普及健體運動

網址: https://www.lcsd.gov.hk/tc/healthy/fitness/over4.html#1

https://viu.tv/encore/medicine-online/medicine-onlinee199joi-ga-wan-dung-kong-yik
https://home.eduhk.hk/~teachpe/PE-fitness/page/game.html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emotional_health_tips/files/Health_Tips_for_Fighting_the_Virus_(Students).pdf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emotional_health_tips/files/Health_Tips_for_Fighting_the_Virus_(Students).pdf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emotional_health_tips/files/Health_Tips_for_Fighting_the_Virus_(Students).pdf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emotional_health_tips/files/Health_Tips_for_Fighting_the_Virus_(Students).pdf
https://www.lcsd.gov.hk/tc/healthy/fitness/over4.html#1


 畢業禮邀請咭創作

朱雪琳

李文浚

麥景嵐

恩誠2

恩誠2

和平2

本校學生於12月的評估周參與了
畢業禮邀請咭設計活動。



林日朗

林思恒

陳卓謙

和平2

信望3

和平2

他們都發揮了無盡的創意，並且互相合作，
一起完成了很多特別且有趣的作品。

 畢業禮邀請咭創作



喜樂1

陳淦希

http://www.crs.edu.hk/

顧問：郭思穎校⻑ 撰稿及編輯：曾啓源⽼師、⿆淑敏⽼師 設計：鄧信彥⽼師

以上作品均有機會成為本學年畢業禮
邀請卡的設計藍本。

信望3

 畢業禮邀請咭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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