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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郭思頴校長 



 

因為這位學生，啟發了

我們可在校內創造實習機

會，例如：讓學生做一個星

期的校長秘書！期望這個計

劃能逐漸推展到所有即將畢

業的學生，展示他們在樂群

完成 12年的學習後，在

「身心健康」、「獨立自

主」、「傳情達意」、「愛

己愛人」、「盡顯潛能」五方面的學習成果。 

為著達成學生這五方面的學

習成果，透過與不同持份者

溝通和討論，「 懂得應用生

活技能 」和「 擁有健康的

身心靈 」，將會是新一個學

校發展周期（2021-23）的

方向： 



2021-23三年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 深化學生生活技能的應用 

◇ 建立有關學生生活技能的 12年學習架構，包

括：不同學階學生的具體學習目標、常規或

非常規課程規劃、學習活動及評估方法  

◇ 配合學生生活技能的教育，優化學校硬件和

軟件的設備和資源  

◇ 建立連繫學校和社區的橋樑，為不同學階學

生與其生活社區找到其社會角色，例如：使

用不同社會設施的角色、社區居民的角色、服

務社會的角色等  

● 建立身心靈健康校園 

◇ 建立健康校園政策 

◇ 學生、家長和教職員能覺知自己的情緒、引

起自己不同情緒的因素、找到和應用適合自

己疏導情緒的方法  

 

期望透過與學生、教職員、家長、辦學團體和社區

人士的共同努力，讓我們能提供適切優質的教育，讓

各持份者都能擁有豐盛美好的生活；並讓他們能各展

所長，在社會上找到其定位，齊建共融社會。 



超學科組 

——打破界限、引發無限可能性的超學科 NOVA 

Nova在拉丁語中

是「新」的意思，而天

文學上超新星的英文名

稱為 supernova，代表

著一顆新被發現、比一

般星體更光、更亮的

星。我們相信，樂群的

每一位學生，也是有待

被發現的超新星；透過

新學科——超學科

（NOVA），達致「教學

相長」，為學生打造富探索元素和趣味的學習應用平台。

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在思索如何在學與教上取得突

破、如何更有效展現學生對已有知識的應用。適逢本校

正為新階段三年發展計劃作規劃，似乎是時候讓我們整

合近年學校在學與教方面的經驗，並落實回應「深化學

生生活技能應用」的發展重點。為此，學與教組重新審

視本校學生的需要和特性，並檢討學生在應用所學方面

的難點。經過多次討論和研究，明白到學生需要一個跨

學科的實踐平台，以貼近日常生活的情景展現所學；同

時，教師亦可藉此評估學生的學習應用能力，從而更準

確地調整教學內容和策略，為他們日後應付各種生活挑

戰作好準備。 

劉穎姑娘 

教育心理學家 



超學科的概念建基於打破學科之間的界限，以跨科

統整的形式，按不同學階學生的發展需要及與其生活的

相關性，設計一套有系統、具趣味性及富有探究元素的

課程。學生不但可透過超學科擴展學習經歷，更可在特

定主題下整合各領域上的學習，以生活化及體驗式的學

習活動，實踐已有知識，探索與他們生活相關及感興趣

的學習內容。 

超學科的學習內容大致會圍繞以下五大核心範疇作

規劃，以提高學習內容與學生日常生活的相關性。每個

超學科主題都會列明「中心思想」和 「探究線索」作

引導，為學生的訂定有關主題的具體學習範圍。超學科

的五大核心範疇如下： 

i) 我與自己 

ii) 我與社區 

iii) 我與他人 

iv) 我與世界 

v) 我與自然 



超學科的課程規劃及推行仍在試行階段，預計本年

度每個學段均會以一個特定主題作探究；配合全新的網

上學習平台「NOVA CHANNEL」引起動機，加強學生對有

關主題的認知和探究興趣。以本學年第一學段為例，超

學科的主題為「植物萬花筒」（核心範疇：我與自

然）。我們利用「NOVA CHANNEL」引入一個探究難題，

以生動有趣的故事（「薯頭不見了」）帶領學生逐步認

識薯仔的生長環境、特點及多元化用途，並於超學科課

堂中，以體驗式學習（如：親手掘薯仔、以不同方法烹

調薯仔、製作薯仔印畫等），讓學生實踐所學，體現

「Learning by Doing」的理念。雖然只是小試牛刀，但學

生的積極投入及正面回饋，對我們推行超學科這嶄新的

嘗試實在是打下了一支強心針。 

我們正繼續努力優化超學

科的推行模式及嘗試按學生十

二年的發展需要完善超學科課

程框架。我們期望超學科能為

校本課程注入新元素、帶來新

沖擊，以強化學生的知識應用

為核心，引發學生的探索動機

和提升共通能力，令他們的學

習歷程如超新星一樣發放異

彩！ 



AYP得獎喜悅 

本校三名學生麥詠貞同學、曾俊豐同學及馮俊彥同學達
成了香港青年獎勵計劃(AYP)銀章的要求，獲得了銀章的
殊榮，早前出席了由香港青獎勵計劃舉辦的頒發典禮。 

典禮後接受專題訪問 得獎學生與家人大合照 

左起第一馮俊彥同學、第四麥詠貞同學，與其他參加者獲頒發銀章殊榮 



AYP得獎喜悅 

恭喜三位獲得香港青年獎勵計劃(AYP)銀
章的同學，我為他們感到驕傲，因為完
成銀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需要堅毅及

勇於挑戰的精神。希望透過 AYP的活
動，讓同學成為有自信和獨立的人。 

戴詠珊老師 

今年很高興本校有三位同學，取得香港青

年獎勵計劃(AYP)銀章的殊榮。當天看見

他們上台領獎時，心裡感到無比的感動。

他們憑著毅力和同事們的配合，克服一次

又一次的困難和挑戰，最終完成四科的要

求，取得獎章。回想起整個銀章的旅程，

看見他們的自理和團體合作都有所成長，

令我們更深信不要看輕我們的學生，每一

個學生都有潛能去完成 AYP各科的挑戰。  

鍾錦源老師 



AYP得獎喜悅 

曾俊豐同學： 

很開心獲得銀章，希望可以努力

考獲金章。 

俊彥家長： 

從沒想過俊彥可以

完成挑戰，更不要

說考到銀章！相信

有參加義工的家長

們也認同，真是一項很艱難的考

驗。整個過程我留意到俊彥很開

心投入各項活動，跟導師、同學

及其他義工朋友的互動多了，同

組的同學感情更增進很多。AYP能

給予我們特別孩子的獨特磨練，

很值得參加。亦明白校方要投入

很多額外資源去協助，很感激學

校及相關教職員的用心支持。多

謝您們！ 

麥詠貞同學： 

我是麥詠貞，我今年獲得

AYP銀章獎狀，多謝校長、老

師和同學支持我，我學會露

營的知識，行山的安全和服

務別人的精神。我今年會努

力考取金章，希望大家繼續

支持我，多謝大家。 



SMILE 計劃 

 

在疫情之下，大家已展開了「新常態」的生活，需長

時間配戴口罩、消毒搓手液隨身、避免社交聚會及接觸

等，每天活在忐忑的狀態下，心情久久難以平靜下來。故

此，今年度明愛樂群學校社工部將推行「SMILE計劃」，

讓大家在疫情下，互相共勉，互相支援，在做好個人衛生

下，每天也會「微笑」掛臉，樂觀積極地面對生活上不同

的挑戰。 

 

以下是展開『SMILE』計劃中的含意： 

S = support         家長之間能互相支援 

M = movement 鼓勵家長恆常進行運動 

I = interaction   協助家長與社區保持互動 

L = life                  引領家長進行個人覺察，活在當下 

E = enjoy              家長參與藝術創作，享受身心靈平靜 

 



「SIMLE計劃」內容有…… 

* 以上活動之推行日期和形式會視乎疫情而作出調整 

凡家長參與“SMILE 計劃”中任何一項活動，便獲得 10
分，在今年度學期完結時，會把你的總分轉化成生活上的

日常用品及食物，並以你名義贈送給社區上有需要的社

群，讓他們能繼續展開「微笑」，感受別人的關心。換言

之，家長參加越多項目，所累積的分數會越多，所贈送給

社區上有需要的社群的物品就更豐富。 

 

『微笑』是永恆不變的良方，我們期望透過是次『SMILE

計劃』，讓各位家長的身心靈都得到寧靜及快樂。 

S 家長正向小組、樂群雅聚、樂群家長學習圈 

M 運動小組、職業治療講座 

I 認識社區服務、參觀成人康復服務、親親大自然活動 

L 食物與情緒工作坊、護理講座、正念小組 

E 音樂治療、視覺藝術活動、閒情小組 



喜樂組新生介紹 

 

 

 

 

 

  



喜樂組新生介紹 

 

 

 

 

 

 

 



新員工介紹 

大家好! 我係 Ken Sir 呀! 好高興能夠加入樂群這個

大家庭與大家一起共事，我今年在樂群主要教授常識

及視藝科，由開學至今，在我遇到的每一個小一至中

六的學生，他們都是十分活潑可愛，在這短短幾個月

的接觸，感受到學校是一個充滿愛的地方，願主祝福

樂群每一位成員，包括教職員、家長及同學，大家都

開開心心、身體健康! 

 

大家好! 我是羅青老師，今年新加入明愛樂群的大家

庭，任教實用數學及體育。平時喜愛做運動，希望自

己這份好動的性格能夠感染身邊的每一位，同時也希

望大家都可以擁有健康快樂的校園生活!  

陳衍江老師 

 

 

大家好，我是曾梓軒老師，很高興能加入充滿活力的樂

群大家庭。我的興趣是做運動，希望能培養學生做運動

的興趣，擁有健康的人生。 

曾梓軒老師 

羅青老師 



新員工介紹 

大家好！ 

我是許老師，好高興能夠與各位在明愛樂群學校

相見。 

我個性外向樂觀，但其實我也有靜態的一面，例

如﹕閱讀、上網、聽歌或與在外地的朋友聯絡。

我也十分喜歡小朋友，我認為他們有活力、純真

和可愛，與他們相處，我感到輕鬆和更年輕。 

教導學生中文是有趣而且富挑戰的工作，他們有

時也會有調皮的時候，因此，作為老師也需要利

用更大的耐性來教育他們。教學的過程永遠也有

改善的空間，因此，我會不斷繼續努力，希望最

終能成為一位稱職及專業的特教老師。 

 

 

大家好！我是新入職的工場雜務員，大家可以叫我文

叔叔！期待與大家在學校不同的地方見面！ 

  

大家好! 我是新入職的護士林秀清姑娘。之前分別在醫

院和護養院工作，十分榮幸加入明愛樂群學校，初次擔

任校護一職。希望新冠肺炎疫情早日完結，可以盡早與

各位同學仔見面。 祝大家身體健康！ 

許家俊老師 

林秀清姑娘 

文正豪先生 



活動花絮 

中秋聯歡 

製作燈籠，齊來歡愉迎中秋 

品嚐中秋應節食物 



學校家長互動區  

新學年開始了一段時間了，各位家長可以藉這次機會為子女/教

職員加加油，打打氣!!! 家長可以把打氣話語寫到後頁，

然後沿虛線剪出來交回組務老師。  

我們會把各家長打氣的話語交到相關老師手上/貼到班房壁報

上， 讓愛、正能量充滿樂群每一個班房。 

 

我要為__________加加油，打

打氣!!!  

 

 

 

_______家長 



顧問：       郭思頴 校長  

編輯小組：朱傳勇 老師 

吳泳航 老師 

戴詠珊 老師 

鄧信彥 老師 

聯絡我們： 

地址： 新界沙田穗禾路 31 號 

電話： 2691 1281 

傳真： 2696 3103 

電郵： crs@caritas.org.hk 

網頁： http://crs.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