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話
  仁濟自2015年開始推展「跨代共融義工服務計劃」，旨在為加深院屬學
生認識安老服務及關注長者需要，參與義工服務，回饋社會。計劃開始前，本

院專業社工先為師生提供義工服務前簡介會，而院屬中學隨即展開連串義工服

務活動，包括︰探訪安老院，與長者傾談、玩遊戲；才藝表演、派發福袋；為

長者編撰「人生紀念冊」及表演「一人一故事」即興劇場等。

  2017年5月15日，我們舉辦有關計劃聯校展覽暨分享會，本院董事局嚴徐
玉珊主席更身體力行，與院屬幼兒、學生及長者齊齊耍坐式太極，場面和諧，

樂也融融。有關活動精彩花絮及學生參與義工服務後感，請翻看頁2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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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濟醫院董事局一向致力推動品德教育。自2015年開始於6間院屬中學推展「跨代共融義
工服務計劃」，鼓勵屬校學生關心社區有需要人士，積極參與義工服務，培養良好公民責任。

  為了延續計劃成效，仁濟於2017年5月15日假院屬林百欣中學舉行「跨代共融義工服
務計劃」聯校展覽暨分享會。

  當天，仁濟院屬中學生以展覽、攤位遊戲等分享學習成
果、院屬幼兒表演與「敬老護老」有關的精彩歌舞、音律運

動，而仁濟社會服務部物理治療師亦即場帶領一眾嘉賓包

括︰仁濟醫院董事局嚴徐玉珊主席、長者學苑發展基金委員

會主席梁智鴻醫生、荃灣民政事務葉錦菁專員、荃灣鄉事委

員會邱錦平副主席、仁濟醫院顧問局副主席兼仁濟醫院林百

欣中學劉坤銘校監，與院屬安老單位長者、幼稚園 /幼兒中
心幼兒及中學師生等，逾200人齊齊耍坐式太極操，宣揚跨
代共融的信息。此外，大會更頒發嘉許狀予303名參與義工
服務的中學生。

  上述活動是仁濟董事局金禧慶祝活動之一，更是香港特
區政府賀回歸20周年的認可慶祝活動，並獲華人廟宇委員會
之華人慈善基金贊助。主禮嘉賓梁智鴻醫生參觀仁濟屬校攤位，親試彩繪，

並與學生拍照留念

幼兒開心地拿著哥哥姐姐送上的熊仔毛巾

仁濟院屬中學生教幼兒唱懷舊金曲，樂也融融！

看！幼兒與長者認真投入耍坐式太極，場面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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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濟跨代共融義工服務計劃活動多元，包括︰探訪院屬安老
院，與長者傾談、玩遊戲，做手作；才藝表演、派發福袋；為長者

編撰「人生紀念冊」及表演「一人一故事」即興劇場等。以下是院

屬學生參與計劃後感︰

院屬王華湘中學 趙子淇

院屬董之英紀念中學 蔡俊斌

院屬羅陳楚思中學 麥志博

院屬靚次伯紀念中學 趙嘉倩

院屬第二中學 黃詩晴

院屬王華湘中學 鄧雅之

院屬林百欣中學 袁卓游院屬羅陳楚思中學 鄭嘉怡院屬董之英紀念中學 汪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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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活動得到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的
協助、廣東省教育廳及佛山市教育局悉心安排，仁濟教學團隊考

察了當地省級幼兒園  佛山市惠景幼兒園，以及探訪佛山市禪
城區機關第一幼兒園及陳村精博實驗幼兒園，收穫甚豐。

香港近年才啓用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而內地早已發
展至幼兒園，把幼兒患病的紀錄透過電腦系統連接社區

醫院以兒童的證件編號呈報，從而掌握病況進展。

  仁濟醫院蔡百泰幼稚園/幼兒中心 梁玉嬋主任

幼兒園每學期設立「安全月」，不僅帶領幼兒進行消

防、地震演習，更邀請家長共同參與，通過角色扮演、

情景類比的方式，讓幼兒深記︰陌生人的糖果不能吃，

陌生人的花言巧語不能信……也讓我受益匪淺。

  仁濟醫院方江輝幼稚園/幼兒中心 陸欣老師

  2016/17學年，仁濟醫院12間院屬幼稚
園 /幼兒中心以「校園安全」為聯校教師專
業發展的主題。繼2016年11月26日舉行教
育研討會及分層培訓工作坊後，一行逾百

名幼稚園校長、教師於2017年3月31日前
往佛山市進行兩天一夜的「教師專業交流

2017」活動，到訪具衛生防疫安全、食物
安全、環境建設安全等相關認證的學校，並

與當地幼兒教育工作者互相觀摩和交流。
佛山市禪城區機關第一幼兒園代表細心介紹該園的安全管理措施

仁濟教學團隊參觀陳村精博實驗幼兒園的廚房，從而
認識當地校園安全制度及管理

仁濟幼稚園校長細看佛山市惠景幼兒園的安全檔案資
料，觀摩學習

佛山電視台訪問仁濟醫院永隆幼稚園/幼兒中心黎鳳霞校
長，以了解佛港兩地學前教育的異同

認識到商管6S理念如何實踐於教育中，由具規模的全
校性發展規劃（如：環境設備、制定清晰的安全衛生系

統）到健康課程，甚至幼兒飲用的一口清水，均十分講

究衛生和安全。

  仁濟醫院友愛幼稚園/幼兒中心 何佩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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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7年4月29日
地點︰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簡介︰

  仁濟醫院董伯英幼稚園/幼兒中心是仁
濟第一間學前教育單位，於1977年創校。
為迎接40周年校慶，學校舉行「活力動感
迎40‧親親家人運動日」，並邀請院屬裘
錦秋幼稚園/幼兒中心、九龍崇德社幼稚園/
幼兒中心及蔡百泰幼稚園/幼兒中心的幼兒
及家長進行聯校親子競賽日，約300人參
與，場面熱鬧，親子間的親密指數爆溫！

爸爸媽媽站起來，舞動幼兒，享受天
倫之樂

最佳拍檔，戰無不勝

孩子累了，媽媽呵護備至

院屬董伯英幼稚園/幼兒中心教學團隊上下一心

1、2、3，齊做熱身，準備競賽

院屬蔡百泰幼稚園/幼兒中心親子參與聯校競賽

院屬裘錦秋幼稚園/幼兒中心健兒勝不驕，敗不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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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校長家有五兄弟姊妹，排行第二，在黃大仙區長
大，畢業於佛教菩提學校及可立中學，接著報讀羅富國

教育學院（香港教育大學前身），主修中文、英文及體

育。1977年她重返母校任教，「佛教菩提學校是屋邨樓
梯舊校舍，教了一年已有縮班殺校危機……」翌年始，

她輾轉到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及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

學，任教體育、中文及英文。直至1986年羅陳楚思小學
在屯門區創校，曾校長毅然投考下午校，自此成為羅小

開校功臣之一。

  1980年代有形容小學教師的工作是「半日安」，「那
時候，教師上課半日後，就可以做自己的事，生活算是安

穩優閒。但隨著教改，教師工作量日增，已不如前了。」

話雖如此，曾校長慶幸自己遇上人生的啟蒙師父——馮繼

宗校長，「馮校長對我非常信任，給予我許多機會且很照

顧我的，好似活動主任、教務主任、輔導主任……我年年

擔任不同崗位，加上課餘繼續進修，邊做邊學。」直至馮

校長在1994年調任上午校時，曾校長在恩師鼓勵下應徵下
午校校長一職，繼續與恩師並肩作戰。

  曾嘉麗校長30多歲便成為
校長，當年可說是年輕有為。她

坦言除了要多謝恩師外，還有兩

個人。「記得當時有個書友跟我

說︰Shirley（曾的洋名），你現
在幾多歲？何時退休？真的只

安於現狀，這樣過嗎？其他同學

幾努力爭取也未必有這樣的機

會……」如是者，在書友的當頭

棒喝下，曾校長才認真思考自己

的前途。直至1998年，馮校長
決定榮休移民新西蘭，曾校長亦

申請調任羅小上午校校長。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曾嘉麗校長給
人的感覺，是個心直口快、做事硬朗又強

勢的「鐵娘子」。她直言當年投身教育界

原因很簡單，「中學畢業後，考不上大

學，那年代的女生主要有兩個出路，不是

讀護士就是師範」，而曾校長選擇小學教

育的原因，相信跟她共事過的人也不會相

信，「中學的挑戰實在太大，我是個沒有

抱負，不喜歡挑戰的人……」她揚眉笑道

因為自己「年幼無知」，所以多年來的教

學生涯，全都是在小學度過，其中三十年

便是與羅小共同度過。

曾嘉麗校長坦言，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對她而言，意義重大，「就是仁濟董事局、羅小教學團隊、學生與家長的共同
努力，才造就今日的羅小，今日的我。」

2016年仁濟醫院羅陳楚思
小學30周年校慶典禮上，
教育局楊潤雄副局長伴同羅
小蘇陳偉香校監，頒發30
年長期服務獎予曾嘉麗校長

6



仁
濟
人
物

  羅小開校由半日制走到全日制，曾嘉麗校長感受
良多。1990年代不少學校也面臨適齡學童減少以致縮
班，羅小當年亦曾多次撰寫計劃書，向教育署（現為教

育局）申請分拆校舍，但屢敗而回。「雖然我是上午校

的校長，但眼見下午班不停縮班，總不是味兒。羅小不

論是上午或下午校，我們是一體的。」故此，當政府在

2002年推出小班教學試驗計劃時，羅小率先報名參加，
「當年我們舉手，其實有一定風險，怕家長錯覺學校收

生不足。」曾校長表示，有人會將小班教學與收生不足

「扣帽子」，但校方深思熟慮，相信降低師生比例能提

供改善教學質素的有利條件。

  除了推展小班教學外，羅小亦申請轉為全日制，「羅
小是中學校舍，有條件由24班擴至30班，而半日制小學和
全日制小學的教師與班級比例，分別為每班1.3名教師和
1.4名教師，若轉為全日制，既可減低收生壓力，亦可保
留教師人手，這是羅小可持續發展的出路。」然而，這條

路並不易行，正如曾校長所言︰「過程一定有痛苦的，所

以要用智慧解決。」2009年始，羅小終於排除萬難，全面
實施全日制上課，「時機很好，原來家長很喜歡小班，很

喜歡全日制，這證明我們的發展方向是正確的。」

  談及轉制，曾校長分享了一件往事。2005年羅小在
一二年級推行全日制上課，三至六年級則設上下午班，全

校實行混合三制，「現在回想來，也覺得蠻複雜。我為了

讓教職員區別全日制及半日制學生，便想到在校服及運動

服上做工夫，如在運動服加衣領，男生恤衫開襟及女生裙

的口袋加藍邊等。」2015年曾校長更帶領仁濟5間院屬小
學合作，建立中央採購機制，以減省各屬校重複的行政工

作，並統一了仁濟院屬小學的校服飾樣，這正是當年曾校

長為羅小全日制學生設計的校服飾樣。

  2017年8月底曾嘉麗校長便榮休，在教育生涯最後一
站，她想留給羅小師生的話是？「希望學生追尋自己的夢

想，努力裝備自己；老師能實現自己的教學夢，為羅小帶

來新穎意念，開創更好的未來……」問及曾校長的退休

生活，她透露會伴同多年來持家有道、默默支持她的「十

世」（丈夫）一起旅行，做義工。說時，鐵娘子不禁流露

著感性柔情的一面！

  「教育是一份談心的工作，有心就一定得。」而
「談心」何止適用於教學，曾嘉麗校長便是抱著這份

心意，建立羅小教學團隊及家長教師會。

  羅小是仁濟首間引入校本評核，建立互評文化的
學校，「面對超額教席問題，許多學校會用『後來先

走』決定教職員去留……」曾校長回想初出茅廬時，

見盡不公平事，故她立志要改變這種文化，而當上校

長後更推動以學歷、教學表現等，論功行賞。

  談到家長教師會，曾校長分外雀躍。原來這正是
學滿師的曾校長為羅小帶來的想法之一。「家長教師

會是我一手策劃的，每次會議我一定會參加。」曾校

長深信「讓家長了解學校的教育理念和運作，還有認

識子女的校園生活，一定是好事來！」難怪羅小家長

義工人才濟濟，學校屢獲仁濟最高籌款獎。

  「為學生著想、為教師設想，為學校構想，而
不作他想，冥冥中便能帶領學校踏上當行之路」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曾嘉麗校長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曾嘉麗校長身體力行，每年也會
帶領學生參與境外交流活動。圖為2017年4月羅小舉行首
爾親子交流團

曾校長抱著「為學校、為同事，大家交心」的心態，與教職員
相處，合作無間

曾嘉麗校長與羅小的教師、家長建立了寶貴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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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培育綠色新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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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培育學生成為愛環
境、惜資源的地球村村

民，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簡稱蔡小）以全方位活

動，讓學生明白「天、

人、物、我」的關係，並

以流動電子裝置輔助，讓

學生不單學懂愛護環境，還

能走出教室，觀察社區、了

解社區、關愛社區。

  環保教育是價值教育的其中一環。然而，要培育學生
有環保意識和實質行動去保護環境，學校便需營造環保的

校園氛圍，並建構平台，讓學生有足夠機會實踐所學，養

成環保的習慣。以此為念，蔡小申請了康文署綠化校園資

助計劃，善用校園每個角落進行綠化工作，美化校舍，締

造舒適的學習環境。另外，亦申請環保基金，更換有一級

能源效益標籤的冷氣機、節能光管及增設太陽能板，以節

省能源的消耗；也於2016年獲撥款於校內增設垂直綠化牆
及建設有機園圃，積極推動有機耕作。

蔡小推廣「一人一花」活動，學生悉心栽培屬於自己的植物

  蔡小設置中央廚房，實行中央派飯，亦助學生減少
浪費食物。所選的飯商採用環保餐盒及可再用餐具，讓

師生避免使用即棄物品。每樓層走廊也設有飲水器，鼓

勵學生自備水樽。為向所有師生提供全面的環保資訊，

學校地下大堂亦設置報告板，以展示校內和校外的最新

環保消息或新聞。各種政策皆務求讓師生做到環保乃生

活的一部分。

  為推動學生在個人層面實踐環保，蔡小設立及培訓
學生成為「環保大使」，協助推行校內各項的環保活

動，例如監察學校節約能源措施的推行情況、協助回收

廢紙及廚餘等。而「一人一花」的活動，亦能培養學生

對種植的興趣和責任感。

  為使政策的制定能夠持續，蔡小積極聯繫坊間機
構，尋求支援和協助，以推行各類環保活動。例如

2015/16學年參加了「校園齊惜福」及「滅廢@校園計
劃」，而2016/17學年度則參加了「惜食學堂教育計劃」
及「源頭減廢綠孩兒」活動。透過舉辦環保講座、工作

坊，和惜食及減廢比賽等，宣揚環保訊息，讓學生實踐

環保4R。

  為配合電子學習的大氣候，蔡小申請優質教學基金
於2015年始推行「電子學習大不同計劃」，藉電子學
習加強學與教的效能，而平板電腦的輔助，也讓學習變

得具創意，有助發展校本電子學習課程，加強延伸學

習。而蔡小更在社區設立了數碼生態研習徑，帶領學生

考察學校鄰近的大埔河，在社區進行電子探究移動學習

活動。

  在計劃初段，教師會帶領「資訊科技小領袖」到研
習徑的不同生態項目作初步探究，著小領袖就有興趣的

主題作深入研習，並將研習成果以生態日誌及資訊專頁

形式上載至互聯網，以及透過研習徑內設置的二維碼

(QR Code)標籤讓師生和社區人士利用移動裝置掃描標
籤，讀取有關網頁的多媒體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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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蔡衍濤小學 YCH Choi Hin To Primary School
創校年份：1992 辦學團體：仁濟醫院

學校類別：資助全日男女校 校監：蔡少洲先生

校長：陳淑兒女士 地址：香港新界大埔第六區運頭塘邨

電話：2656 6116 傳真：2657 8298
電郵：admin@ychchtps.edu.hk 網頁：www.ychchtps.edu.hk

教
育
專
欄

學生學習使用廚餘機，珍惜食物不浪費

蔡小學生花心思廢物再造，創作不平凡的藝術品

學生輕輕鬆鬆，在數碼生態研習徑也能隨時學習

文︰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楊佩珊校長 

  回想兩年前，香港開始盛行一種小玩兒  秘
密花園填色畫冊。這個填色畫冊玩兒成為熱潮，亦

有藝術治療師曾解釋填色具有治癒力。

  兩年前我並沒有選擇參與作為小園丁的熱
潮。反之，我選擇了一種集中國文化、藝術、創

作和表達的玩兒   中國書法。未接觸書法前，
我也只視書法為中國文化版的秘密花園畫冊而

已。但學習久了，才發現中國書法博大精深，在

紙、筆、墨、印章、裝裱的製作及選材上，都是

一門學問。紙有生與熟之分，當中吸墨的程度不

一。筆從選擇不同類型的毛到筆的製成，過程手

工精細講究。磨墨的過程是學習定靜的功夫，而

墨來自硯，硯更具有收藏及投資價值。印章雕刻

及裝裱技術，更是中華文化的一門藝術。書法用

的碑帖，存在着南北兩方的文化，字裏行間的傳

頌、書牘信札和詩人的抒情表達也很有學習及鑑

賞的價值。書法在中華文化歷史中源遠流長，蘊

含數以千計的文化遺跡，既是我們民族遺產，也

是全人類共同的財富。

  每星期上課及練字用上差不多兩個小時，在
臨碑帖的過程中，讓自己全然放下心中煩憂及忙

碌的生活步伐，專心一致抄寫及思考碑帖或詩詞

內容。每次學習新碑帖的初期，總會有未能盡善

之處，要學習接納自己的不足，並透過反覆的失

敗和嘗試才有進步，還要學懂平靜地欣賞別人和

自己的優點，與及積極面對的求進心態。每一次

工作感到疲累乏力時，這一小時的心靈洗滌，成

為了心靈更新的良藥，那種神奇的效用，讀者嘗

試過後便能深深體會。

  不論學習中國書
法、茶道或是剪紙，當

中都包括了心靈的治

療 (Therapy)、欣賞和
鑑賞(Appreciation)、
文化學習 (Culture) 和
學問  (Knowledge)，
就讓我稱它為「TACK
教育」。都市人與其花

一小時在網絡中收集負

能量，倒不如嘗試逛逛

這個中國文化的秘密花

園  中國書法，給心
靈來一個SPA。

楊校長送給畢業生的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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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花
絮

  為慶祝仁濟董事局第50屆，我們推展「仁濟
金禧導賞員」培訓計劃，邀請歷史學家蕭國健教

授為參加者，剖析仁濟與荃灣發展的關係；金牌

司儀顧紀筠分享擔任司儀 /節目主持的經驗，以
帶出導賞員須具備條件；金牌司儀安德尊細訴個

人與仁濟點滴，與參與者玩問答有獎遊戲，以及

參觀仁濟不同服務單位等。

  2017年4月7日第49/50屆仁濟董事局交代就
職典禮當天，來自院屬王華湘中學的仁濟金禧導

賞員便首次出動，與「老友記」一同為嘉賓講述

仁濟發展歷史及多元服務。當天學生更遇上與仁

濟淵源深遠的鍾逸傑爵士，暢談甚歡！

  2016/17學年，仁濟與Wall Street English
積極合作，推展「WSE -  YCH 中學生英語提
升計劃」，內容多元，包括︰Pre-scholarship 
P rog ram、Genera l  Eng l i sh  Improvemen t 
Course，以及DSE Preparation Course。而Wall 
Street Engl ish亦為院屬中學舉辦Engl ish Fun 
Day，透過有趣互動的遊戲，讓學生寓學於樂，以
及增加應用英語的機會。

  2017年4月19日至21日，一行46名
仁濟院屬中學生參加由懲教署主辦的三日

兩夜「更生先鋒計劃延展訓練營」，活動

內容包括︰步操、野外定向、團隊訓練、

處境訓練、歷奇訓練、領導才能等多元化

活動，希望通過高度紀律的訓練方式，幫

助學生加強自信心、建立正確價值觀和團

隊合作精神。

  2017年4月18日至23日，仁濟院屬中
小學校長隨仁濟王子沐永遠顧問，前往河

南省進行6天歷史文化考察，探訪城市分
別有鄭州、洛陽、安陽及開封。院屬校長

除了參觀當地小學及大學，與當地教育部

門及校長進行交流，加深認識當地教育政

策及內地升學的最新情況，以及考察國家

經濟技術開發區，認識當地於國家政策規

劃上的經濟發展成就和措施，收穫甚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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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作
共
賞

院屬永隆幼稚園/幼兒中心 K1班

院屬方江輝幼稚園/幼兒中心 K3班

院屬趙曾學韞小學 小六學生 院屬蔡衍濤小學 小四 黎嘉恩

院屬蔡百泰幼稚園/幼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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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為仁濟醫院董事局50屆大日子，我們策劃及舉辦一連串慶祝金禧及宣傳活動，當中包括印
製仁濟金禧紀念郵票套摺進行慈善義賣、舉辦仁濟金禧「感動時刻」攝影比賽、嘉年華等，與各界

友好及社會大眾分享喜悅，共賀仁濟金禧。

仁濟屬下6間中醫診所於2017年5月至10月期間的星期一至五
開診時段，提供中醫義診服務（包括內科及針灸）。歡迎香港

身分證號碼有5或0數字或於1967年出生的合資格人士，於義
診前一星期致電或親身預約，名額有限，先到先得，每人只可

接受一次義診服務。

嘉年華以名車巡遊作為啟動，場內設有不

同類型的攤位，包括︰仁濟金禧展覽、攤

位遊戲、手工藝製作、兒童遊樂區、小馬

拍照、兒童電動車試玩、各式美食及豐富

禮物等，適合一家大小參與。

日期︰2017年6月11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10時正至下午6時正
地點︰荃灣沙咀道遊樂場

歡迎大家登入仁濟金禧專頁

www.yanchai.org.hk/anniversary/ych50
或掃描二維條碼，查閱仁濟歷史及

仁濟金禧活動消息。

診所 地區 查詢電話

仁濟醫院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仁濟）

荃灣 2416 0303

仁濟醫院暨香港浸會大學

中醫診所及臨床教研中心（下葵涌）
葵青 2370 2216

仁濟醫院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教研中心（西九龍）

深水埗 2194 9911

仁濟醫院中銀醫療中心  中醫診所 西營盤 2517 6623

仁濟醫院曾卓明中醫痛症中心 荃灣 2419 0803

仁濟醫院西貢社區中醫診所 西貢 2791 7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