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教育人員到訪參觀
孫友民主任  撰稿：張浩然同學                                     

  在 2017年 11月 27日及 28日，本校非常榮幸邀請到新
加坡訪問團來學校進行一系列的交流，而我們本次訪問邀請了

當天負責接待來賓的資深教師孫友民主任，讓他與我們分享是

次的交流心得。

  孫主任指出，新加坡訪問團讚賞本校在不同方面的努力，
同時他們亦給予很多不同的意見，使我們獲益良多。孫友民主

任說：「新加坡訪問團極力稱讚本校用了很多不同的輔助工具

來協助有特殊需要的學生，他們還看到老師及治療師的跨團隊

合作，從而協助和教導學生。對於新加坡訪問團來說，他們覺

得跨團隊合作很特別，因為他們較缺乏這方面協作的經驗。」

新加坡訪問團亦分享了他們自製輔助器具給本校作參考，希望

能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學生，促進彼此的交流。

  在此衷心感謝新加坡訪問團這兩天的光臨，希望很快再次
能與您們交流，攜手幫助更多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地

機械人學會會員的作品

學 生 園
視藝作品

學生成就

新加坡訪問團訪校

張浩然及袁恩浩同學訪問孫主任

黃嘉穎《手》(彩繩畫 )

陳謙恩《詠鵝》
Mohammad Ibrahim Tahir

《我自己》

吳凱賢《聖誕》

參加「小水點大冒險」小學組比賽的學生作品

參加「亞洲機器人挑戰賽 2017」中學組比賽的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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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孫青青老師、陳文陸老師、曾紫恬老師、陳麗如老師、余瑪琍姑娘   校對助理：馮仲榮同學、鍾曉楓同學  顧問：單文偉主任 

項目 得獎學生

第 36屆蜆殼 /港島青商展能學童獎學金—多元展能計劃得獎者 金鎔潘、楊希雅、李子怡

青苗基金
青苗學界進步獎

李濠軒、林浩賢

Kappa2017傑出運動員選舉—Kappa2017傑出田徑女運動員 任國芬

FRIST LEGO LEAGUE JUNIOR (HONG KONG)2017 - AQUA 

ADVENTURE TEAMWORK AWARD
趙毓仁、賴喜、謝踔柔、江榛、李喜兒、 陳俊錡  

獎項 得獎學生

皇者之戰馬拉松 2017

—兩公里女子青年一組第二名
任國芬

皇者之戰馬拉松 2017

—兩公里男子青年一組第七名
馮仲榮

皇者之戰馬拉松 2017

—兩公里女子少年三組第三名
楊希雅

皇者之戰馬拉松 2017

—兩公里女子少年三組第五名
李子怡

皇者之戰馬拉松 2017

—兩公里女子少年三組第六名
鍾曉楓

皇者之戰馬拉松 2017

—輪椅賽公開 (兩公里 )第三名
SAHAD 

MOHAMMAD

皇者之戰馬拉松 2017 比賽得獎同學名單： 第 69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獲獎名單：

獎項 得獎學生

詩詞獨誦 (英語 )小學三年級男子組優良獎狀 鄭天朗

詩詞獨誦 (英語 )小學三年級女子組優良獎狀 王穎晞

詩詞獨誦 (英語 )小學四年級女子組優良獎狀 江 榛

詩詞獨誦 (英語 )小學四年級女子組良好獎狀 謝踔柔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一、二年級女子組優良獎狀 陳靖妍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三、四年級男子組良好獎狀 賴 喜

詩詞獨誦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女子組優良獎狀 方凱晴

詩詞獨誦 (普通話 )中學一、二年級男子組良好獎狀 莫文迪

詩詞獨誦 (普通話 )中學三、四年級男子組良好獎狀 鄒軒源

詩詞獨誦 (粵語 )小學三年級女子組良好獎狀 楊嘉瑩

學生成就

地 址



新加坡教育人員到訪

第三十八期

DSE 放榜

學校旅行

學校消息：

  為了響應環保，學校由下一期開始只會把
校刊郵寄給五年內的畢業生及有效的聯屬會員

家長，畢業生亦可透過學校網頁 http://www.
bmkms.edu.hk/index.asp閱覽最新的校刊，
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First LEGO League Jr. 2017

校園放大鏡

動土禮

麥秀雯同學入讀恒生管理學院學
士學位課程，踐行「博學篤行」
的校訓，繼續為理想奮鬥。

老智航同學入讀教育大學學士
學位課程，邁向以生命影響生
命的第一步。

本會學校程序統籌主任簡建顥先生正用心為
新加坡教育界同工介紹本校的引導式教育。

參觀活動完結後，教職員和嘉賓在校門前

合照留念。

學生活動中心將會是 BMK Cafe的新址。

BMK Cafe和天花吊機系統正式動土啦，大家
都非常期待呢！

天朗氣清，陽光燦
爛，希望我們的風

箏也隨着我們的心
情一起飛揚。

準備好到我們的 BMK水上樂園來冒險了嗎？
我們出發吧！

這就是我們的隊伍，隊員之間合作無
間！

恭賀兩位同學攻讀學士學位課程

香港新界葵涌葵合街 22號 22 KWAI HOP STREET, KWAI CHUNG,N.T.HONG KONG  TEL:24247766 FAX:24228230 網址：http://www.bmkms.edu.hk

SAHK B M Kotewall Memorial School
香港耀能協會羅怡基紀念學校



皇者之戰
拍攝《沒有牆的世界》

香港電台《沒有牆的世界Ⅵ》啟播儀式暨傷健同樂日

渣打馬拉松Kinder 童跑同樂馬拉松

非華語活動—挪亞方舟 聖誕聯歡會

亞洲機器人挑戰賽 2017

同學們在挪亞方舟公園內度過了多姿多采的一天

學生甲 :「我覺得這裏可以再改進一下。」
學生乙 :「好的，讓我來！」

終於完成比賽，付出的努
力都是值得的 !

聖誕老人來到本校，與師生們齊齊大合照！

比賽勝負並不重要，最重要是同學

們全力以赴，做到最好，Yeah！

比賽前，師生們齊齊玩 selfie！這次比賽，同學們陣容鼎盛
，相信一定能

夠勝出比賽。

拍攝開始了，大家就位，導演
：

「5、4、3、2 、1，action！」

終於完成拍攝，各位工作人員辛苦了！

教職員帶領同學們參加一年一度的傷健同樂日。

同學們穿上柔道袍，在教
練的指導下，

學習柔道招式，英姿颯颯
！

比賽前夕，同學們和教職員在學校進行誓師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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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搖滾上月球》及李爸分享會
趙光銀先生 ( 趙毓仁家長 )

  很榮幸在2017年10月20日出席「李爸分享會」，觀看了影片《一首搖滾上月球》並聆聽李爸（李正
德）及其女兒的人生分享後，我的心靈被深深觸動。

  片段中的六位爸爸，對孩子的期待很可能只是「餵食後不會吐」，但他們卻合組了一個大叔搖滾樂
團「困熊霸」（意味「睡到飽」）。他們都有罹患罕見疾病的孩子，他們每天要在工作和照顧孩子之間

周旋，但不知道還能陪自己的孩子走多久，只能確定自己不會落跑。這幾位爸爸平均年齡超過52歲，本
來沒有交集，然而疾病、音樂與夢想讓他們走到一起，去尋找好生活的答案。

  在台灣，因為孩子生病而落跑的父親，比例驚人。可以設想的是，在大陸，這樣的家庭也一樣存
在，一樣需要支援。這段影片就是為了這樣而存在。

  在這裡，我們看到為人父母最初的心願；在這裡，我們一起回望被遺忘的本源；在這裡，我讀懂他
們，更看到自己。我家中並沒有罕見病兒童，但我遇到了一樣的困境，相互幫助與支持，在任何時候都

至關重要。我的兒子患了先天性病症，因父母工作，未能全心全意照顧他，經過「李爸分享會」後，我

的信念更加堅定：一家人應相守相望、不離不棄。《一首搖滾上月球》，不僅講述困苦，更講述希望；

不僅講述殘酷與孤獨，更講述相互扶持的力量。不抱怨、不冷漠、不旁觀，我們是行動者！我們相信：

我們變了，世界就變了！

離校出路知多 D
李秀珠女士 ( 林凱亮家長 )

  收到學校通告邀請參加座談會，我才醒覺兒子快將升讀
高中，距離畢業的日子也不遠了，所以我便決定報名參加。

  當日是我第一次參加這樣的座談會，雖然我有些迷茫，
不知從何處著手處理兒子的出路問題，但總算有個簡單的概

念，日後我會多加留意或積極參觀成人服務的單位，以獲取

更多資訊。

  當日的講者是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會的社工馮姑娘，她
講解得非常清楚，令我對這個家長會留下很好的印象。後

來，我更申請入會，期望這個組織日後能給家長支援，為孩

子爭取更多的權益。

家 長
專 頁

出席家長們與李爸 (前右二 )合照

李爸 (左二 )及其女兒 (中間 )

與校長和家職會主席合照
 

家長上課情況

家長與講者 (前右三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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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校長感言
 賴雲艷校長

  2018年3月7日我出席了教育局為新校長舉辦的課程，而這
一堂是本學年的最後一課。後來才發現這個日子是特別選出來

的，因為它提醒了我已出任校長188天了。

  雖然在羅怡基已工作多年，但校長的崗位對我而言是新的工
作。猶記得有學生在9月初問我習慣新工作嗎？辛苦嗎？也有位
初小學生在學期初告訴我，校長的工作就是管理學校，因為她正

在學習「我的學校」單元⋯⋯感謝他們對新校長的關心，也明白

校長工作的不容易。

  回顧半年的校長生涯，雖然每天都在忙碌中度過，但我很清楚自己工作背後的原動力，就是看到學生
的努力、進步及成長。

  9月 1日開學禮上，我在與同學及家長分享時，已向同學發出邀請，期望他們做一個有責任感的好學
生，又邀請他們完成大大小小不同的任務。一個學期過去了，我很高興同學們在各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現。

  高中同學統籌了多次的全校性活動，包括公益便服日的「故事王國」，讓各班同學及教職員發揮創意
及投入演出；又有配合月訓主題的活動「BMK有您真好」，帶領其他班的同學親手製作一份表達謝意的
禮物，送給不同部門的教職員，令人感到陣陣暖意！

  另外，高中同學在籌備 BMK CAFÉ時，每星期均積極投入學習營運咖啡店及沖調咖啡等不同知識，
他們不怕辛苦，終能堅持到底，學以致用。還有同學們努力完成「我的學習目標」、在班中擔任不同的崗

位、每天完成不同的治療活動⋯⋯看到同學們努力付出的樣子，我從心裡發出由衷的讚賞：BMK因你們
精彩！

  在最近數次的外賓到訪活動中，來賓對同學的表現都有很高的評價，在他們眼中，同學都是正面、積
極、有自信的好學生！我相信這都是學生、家長、教職員共同努力的成果。

  祝願同學們都能持守信念、樂善勇敢面對人生的挑戰，期待看到大家在各方面更進一步！

教職員園地

公益金便服日

同學製作禮物向服務員及車長表達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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