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靈實恩光學校 
大事紀要 
(1956 年-2021 年) 

感謝天父恩典，靈實恩光學校創校至今四十週年，是一所專為 

 
滴及學生成就，共証主恩。 

 

嚴重智障學生而設的特殊學校。  讓我們一同來回顧恩光過去點 

1956年 

 
恩光的舊址為一所肺病療養院，及後 

改名為恩光護幼會，照顧靈實療養院 

肺病病人子女，並試辦嚴重智障兒童 

服務。 

改名為恩光護幼會，照顧靈實療養院 

肺病病人子女，並試辦嚴重智障兒童 

服務。 

肺病病人子女。 

 

服務。 

 

獲教育署全面資助，發展為一所嚴重 

智障兒童的寄宿學校，正式註冊為恩 

光學校暨兒童院。 

智障兒童的寄宿學校，正式註冊為恩 

光學校暨兒童院。 
光學校暨兒童院。 

1989年 

校舍被列為危樓，學生被迫在貨櫃 

改裝的臨時課室及宿舍學習和住宿， 

維持了半年之久。 

校舍被列為危樓，學生被迫在貨櫃 

改裝的臨時課室及宿舍學習和住宿， 

維持了半年之久。 

改裝的臨時課室及宿舍學習和住宿， 

維持了半年之久。 
維持了半年之久。 

1990年 9月 3日 

遷至寶林邨臨時校舍，在簡陋的環 

境和有限的設備下，盡力為學生提 

供服務。 

遷至寶林邨臨時校舍，在簡陋的環 

境和有限的設備下，盡力為學生提 

供服務。 

境和有限的設備下，盡力為學生提 

供服務。 
供服務。 

1981年 

遷至寶林邨臨時校舍，在簡陋的環 

境和有限的設備下，盡力為學生提 

供服務。 

  



1992年 

適逢衛奕信夫人巡視寶林邨，促 

成賽馬會撥出四千二百多萬元予 

學校進行原址重建計劃。供服務。 

適逢衛奕信夫人巡視寶林邨，促 

成賽馬會撥出四千二百多萬元予 

學校進行原址重建計劃。供服務。 

成賽馬會撥出四千二百多萬元予 

學校進行原址重建計劃。供服務。 
學校進行原址重建計劃。 

1996年 
衛奕信夫人重臨香江，並為新校大樓 

揭幕。 

2003年 

學校開展改善工程計劃，獲政府撥 

款二千八百萬元興建新翼。 

學校開展改善工程計劃，獲政府撥 

款二千八百萬元興建新翼。 

2005年 

計劃完竣，讓校舍面積增加至五萬 

平方呎，為學生提供更佳的學習環 

境。 蒙新鴻基地產支持，同年全港 

計劃完竣，讓校舍面積增加至五萬 

平方呎，為學生提供更佳的學習環 

境。 蒙新鴻基地產支持，同年全港 

平方呎，為學生提供更佳的學習環 

境。 蒙新鴻基地產支持，同年全港 

首座感官花園落成。 

境。  

首座感官花園落成。 

蒙新鴻基地產支持，同年全港 

首座感官花園落成。 
首座感官花園落成。 

1995年 
恩光學校暨兒童院於安達臣道原址進行 
重建。 

款二千八百萬元興建新翼。 

1998年 
正式改名為「靈實恩光學校」。 
 

  



2006年 1月 7日 

新翼暨感官花園舉行落成典禮，前 

者提供更多學習空間予學生；後者 

的遊樂設施新穎，又切合學生多感 

官的刺激和需要。 

舉行新翼暨感官花園落成典禮， 

者提供更多學習空間予學生；後者 

的遊樂設施新穎，又切合學生多感 

官的刺激和需要。 

前者提供更多學習空間予學生；後 

的遊樂設施新穎，又切合學生多感 

官的刺激和需要。 

者的設施多元化及切合學生需要， 
讓學生能從中運用多感官進行探索。 

2006年 

西區福音堂開始為宿生舉行 「無 

障礙敬拜」 ，讓十多位嚴重智障 

學童有機會參與崇拜。 及後發展 

成定期的聚會，讓校內外的殘障 

人士及家長透過敬拜及小組活動 

認識基督教信仰，發展至今，每 

次聚會的參加人數已超過一百人。 

與西區福音堂合辦「無障礙敬拜」， 

障礙敬拜」 ，讓十多位嚴重智障 

學童有機會參與崇拜。 及後發展 

成定期的聚會，讓校內外的殘障 

人士及家長透過敬拜及小組活動 

認識基督教信仰，發展至今，每 

次聚會的參加人數已超過一百人。 

讓十多位校內宿生有機會參與晚間 

學童有機會參與崇拜。 及後發展 

成定期的聚會，讓校內外的殘障 

人士及家長透過敬拜及小組活動 

認識基督教信仰，發展至今，每 

次聚會的參加人數已超過一百人。 

崇拜。 及後發展成定期的主日聚會，  

成定期的聚會，讓校內外的殘障 

人士及家長透過敬拜及小組活動 

認識基督教信仰，發展至今，每 

次聚會的參加人數已超過一百人。 

讓校內外的殘障人士及家長透過敬 

人士及家長透過敬拜及小組活動 

認識基督教信仰，發展至今，每 

次聚會的參加人數已超過一百人。 

拜及小組活動認識基督教信仰，發 

認識基督教信仰，發展至今，每 

次聚會的參加人數已超過一百人。 

展至今，每次聚會的參加人數已超 

次聚會的參加人數已超過一百人。 
過一百人。  

2006年 

成立「靈實恩光成長中心」，以自負盈虧 

方式為本校畢業生提供教學和住宿服務， 

同時亦為區內有需要人士提供專業治療。 

其後透過不同的籌款活動，持續為中心 

籌募經費。 

成立「靈實恩光成長中心」，以自負盈虧 

方式為本校畢業生提供教學和住宿服務， 

同時亦為區內有需要人士提供專業治療。 

其後透過不同的籌款活動，持續為中心 

籌募經費。 

方式為本校學生提供畢業後輪候成人服務 

同時亦為區內有需要人士提供專業治療。 

其後透過不同的籌款活動，持續為中心 

籌募經費。 

期間的銜接教育服務，同時亦為區內有需 
要人士提供專業治療。 

 

2009年 

教育局落實推行「334學制」 ，將 

九年免費教育擴展至十二年，學 

校亦設立新高中班級及發展新高 

中課程。 

教育局落實推行「334學制」 ，將 

九年免費教育擴展至十二年，學 

校亦設立新高中班級及發展新高 

中課程。 

九年免費教育擴展至十二年，學校 

校亦設立新高中班級及發展新高 

中課程。 

亦設立新高中班級及發展新高中課 

中課程。 
程。 

2010年 1月 

《假如我是最美》 音樂劇於 2010年 1月 30 

日公演，為首齣由恩光學生參與的大型 

音樂劇。 

《假如我是最美》音樂劇於 2010年 1月 

日公演，為首齣由恩光學生參與的大型 

音樂劇。 

30日公演，為首齣由恩光學生參與的大 

音樂劇。 
型音樂劇。 

  



2010年 12月 

三十週年感恩崇拜暨開放日，與 

聖誕聯歡會同日舉行，充滿歡欣 

喜樂的氣氛。 

三十週年感恩崇拜暨開放日，與 

聖誕聯歡會同日舉行，充滿歡欣 

喜樂的氣氛。 

聖誕聯歡會同日舉行，充滿歡欣 

喜樂的氣氛。 
喜樂的氣氛。 

2011年 4月 

「愛與恩光同行」在青年廣場演出舞台劇 

。 恩光學生首次衝出校園，在社區公演 

，為恩光成長中心籌募經費。 

恩光學生首次衝出校園，在柴灣青年廣 

2012年 

宿舍恆之已久的大家舍制度，轉 

為小家舍運作，按學生的不同發 

展階段及能力而設立，更能貼近 

不同宿生的需要。 

宿舍恆之已久的大家舍制度，轉 

為小家舍運作，按學生的不同發 

展階段及能力而設立，更能貼近 

不同宿生的需要。 

為小家舍運作，按學生的不同發 

展階段及能力而設立，更能貼近 

不同宿生的需要。 

展階段及能力而設立，更能貼近 

不同宿生的需要。 
不同宿生的需要。 

2013/2014學年 

學校由校董會管治，轉為法團校董會管 

治，於 2014年 8月 30日正式成立「靈實恩 

光學校法團校董會」。 

學校由校董會管治，轉為法團校董會管 

治，於 2014年 8月 30日正式成立「靈實恩 

光學校法團校董會」。 

治，「靈實恩光學校法團校董會」於 2014 
年正式成立。 

 

場公演舞台劇「愛與恩光同行」，為恩光 
成長中心籌募經費。 

  



2015年 

本校宿舍部榮獲職業安全健康局 

頒發「安健院舍大獎」，肯定了學 

校努力經營健康校園的成績。 

 

本校宿舍部榮獲職業安全健康局 

頒發「安健院舍大獎」，肯定了學 

校努力經營健康校園的成績。 

 

頒發「安健院舍大獎」，肯定了學 

校努力經營健康校園的成績。 

 

校努力經營健康校園的成績。 

 

2016年 

本校榮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 

「藝術教育獎(學校組) 」。 

 

 

本校榮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 

「藝術教育獎(學校組) 」。 

 

 

「藝術教育獎(學校組) 」。 

 

 

2017年 4月 

35週年慶典獻上感恩時刻，感恩 

父神於各大小事情上，帥領着恩 

光走過美好歲月。 

35週年慶典獻上感恩時刻，感恩 

父神於各大小事情上，帥領着恩 

光走過美好歲月。 

父神於各大小事情上，帶領著恩 

光走過美好歲月。 
光走過美好歲月。 

2017年 8月 

服務了靈實恩光學校二十六年的羅啟 

康校長榮休。 羅校長新的工作崗位： 

靈實恩光成長中心總監，統籌成長中 

心的日常運作、 規劃及發展，繼續為 

智障人士作鹽作光。 

 

服務了靈實恩光學校二十六年的羅啟 

康校長榮休。 羅校長新的工作崗位： 

靈實恩光成長中心總監，統籌成長中 

心的日常運作、 規劃及發展，繼續為 

智障人士作鹽作光。 

 

康校長榮休。 羅校長新的工作崗位： 

靈實恩光成長中心總監，統籌成長中 

心的日常運作、 規劃及發展，繼續為 

智障人士作鹽作光。 

 

靈實恩光成長中心總監，統籌成長中 

心的日常運作、 規劃及發展，繼續為 

智障人士作鹽作光。 

 

心的日常運作、 規劃及發展，繼續為 

智障人士作鹽作光。 

 

智障人士作鹽作光。 

 2017年 9月 

蔡奕玲校長在 2017-2018年度接任校長一職，蔡校長在本校服務了十五年，

富特殊教育經驗，更是一位愛主的基督徒。我們深信緊緊遵行神的道，並以

靈實的核心價值：以耶穌基督為中心，用愛心關懷、專業精神及積極進取的

態度，向嚴重智障兒童提供全人關懷的優質服務。康校長榮休。 羅校長新

的工作崗位： 

蔡奕玲校長在 2017-2018年度接任校 

靈實恩光成長中心總監，統籌成長中 

心的日常運作、 規劃及發展，繼續為 

智障人士作鹽作光。 

 

長一職，蔡校長在本校服務了十五年， 

靈實恩光成長中心總監，統籌成長中 

心的日常運作、 規劃及發展，繼續為 

智障人士作鹽作光。 

 

富特殊教育經驗，更是一位愛主的基 

心的日常運作、 規劃及發展，繼續為 

智障人士作鹽作光。 

 

督徒。我們深信緊緊遵行神的道，並 

 
以靈實的核心價值：以耶穌基督為中 

 
心，用愛心關懷、專業精神及積極進 
取的態度，向嚴重智障兒童提供全人  
關懷的優質服務。  

  



學生在咖啡教室內進行各種職前技 

室內進行實習，製作各款美味的食 

物及飲料，還有同學進行推廣、 銷 

售等學習活動；並同時擴闊其他同 

學的生活體驗。 

 

 

能訓練，製作各款美食及飲品，還 

物及飲料，還有同學進行推廣、 銷 

售等學習活動；並同時擴闊其他同 

學的生活體驗。 

 

 

2017年 10月 

本校榮獲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 

頒發「國際教育成就金獎」。  

(Paula H. Stanley Fidelity  

Award 2017- IE Golden Starfish 

 Award) 為香港首間獲得此最高 

榮譽的特殊學校。 

 

本校榮獲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 

頒發「國際教育成就金獎」。  

(Paula H. Stanley Fidelity  

Award 2017- IE Golden Starfish 

 Award) 為香港首間獲得此最高 

榮譽的特殊學校。 

 

頒發「國際教育成就金獎」。  

(Paula H. Stanley Fidelity  

Award 2017- IE Golden Starfish 

 Award) 為香港首間獲得此最高 

榮譽的特殊學校。 

 

 (Paula H. Stanley Fidelity  

Award 2017- IE Golden Starfish 

 Award) 為香港首間獲得此最高 

榮譽的特殊學校。 

 

Award 2017- IE Golden Starfish 

 Award) 為香港首間獲得此最高 

榮譽的特殊學校。 

 

Award) 為香港首間獲得此最高 

榮譽的特殊學校。 

 

榮譽的特殊學校。 

 

2017年 12月 

得到恩光之友會及熱心人士陳女士 

的捐助，以實習為本的咖啡教室於 

2017年的聖誕聯歡會當天正式開幕。 

 

學生看到環境學習，更能掌握職前 

技能。 高中的同學有機會在咖啡教 

室內進行實習，製作各款美味的食 

物及飲料，還有同學進行推廣、 銷 

售等學習活動；並同時擴闊其他同 

學的生活體驗。 

 

 

得到恩光之友會及熱心人士陳女士 

的捐助，以實習為本的咖啡教室於 

2017年的聖誕聯歡會當天正式開幕。 

 

學生看到環境學習，更能掌握職前 

技能。 高中的同學有機會在咖啡教 

室內進行實習，製作各款美味的食 

物及飲料，還有同學進行推廣、 銷 

售等學習活動；並同時擴闊其他同 

學的生活體驗。 

 

 

的捐助，以實習為本的咖啡教室 

2017年的聖誕聯歡會當天正式開幕。 

 

學生看到環境學習，更能掌握職前 

技能。 高中的同學有機會在咖啡教 

室內進行實習，製作各款美味的食 

物及飲料，還有同學進行推廣、 銷 

售等學習活動；並同時擴闊其他同 

學的生活體驗。 

 

 

「Sunnyside Cafe」於 2017年的聖 

 

學生看到環境學習，更能掌握職前 

技能。 高中的同學有機會在咖啡教 

室內進行實習，製作各款美味的食 

物及飲料，還有同學進行推廣、 銷 

售等學習活動；並同時擴闊其他同 

學的生活體驗。 

 

 

學習如何向校內人士進行推廣、銷 

售等學習活動；並同時擴闊其他同 

學的生活體驗。 

 

 

售等程序並同時擴闊其他同學的生 

 

學的生活體驗。 

 

 

活體驗。 

 

 

2017年 

本校榮獲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頒發 

「第十六屆香港綠色學校獎」 中學組 

香港綠色學校獎 - 香港環境卓越大 

獎銅獎。 

 

 

 

 

本校榮獲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頒發 

「第十六屆香港綠色學校獎」 中學組 

香港綠色學校獎 - 香港環境卓越大 

獎銅獎。 

 

 

 

 

「第十六屆香港綠色學校獎」 中學組 

香港綠色學校獎 - 香港環境卓越大 

獎銅獎。 

 

 

 

 

香港綠色學校獎 - 香港環境卓越大 

獎銅獎。 

 

 

 

 

獎銅獎。 

 

 

 

 2018年 

恩光學校於 2018年 9月引入了薰香園 

計劃，與黃潔兒博士合作推動，為 

有需要的家長舉辦薰香診所和工作 

坊，提供身心紓緩服務。黃潔兒博士 

恩光學校於 2018年 9月引入了薰香 

計劃，與黃潔兒博士合作推動，為 

有需要的家長舉辦薰香診所和工作 

坊，提供身心紓緩服務。黃潔兒博士 

本身也是一位香薰治療師，日後更 

園計劃，與黃潔兒博士合作推動，為 

有需要的家長舉辦薰香診所和工作 

坊，提供身心紓緩服務。黃潔兒博士 

本身也是一位香薰治療師，日後更 

有需要的家長舉辦薰香診所和工作 

坊，提供身心紓緩服務。黃潔兒博士 

本身也是一位香薰治療師，日後更 

希望可以和恩光合作，發展薰香科研。 

坊，提供身心紓緩服務。黃潔兒博士 

本身也是一位香薰治療師，日後更 

希望可以和恩光合作，發展薰香科研。 

本身也是一位香薰治療師，日後更 

希望可以和恩光合作，發展薰香科研。 

 

希望可以和恩光合作，發展薰香科研。 

 

誕聯歡會當天正式開幕。 

 

學生看到環境學習，更能掌握職前 

技能。 高中的同學有機會在咖啡教 

室內進行實習，製作各款美味的食 

物及飲料，還有同學進行推廣、 銷 

售等學習活動；並同時擴闊其他同 

學的生活體驗。 

 

 

  



2018年 

欣蒙郭炳聯夫人贊助，感官花園遊 

戲區翻新工程得以順利完成。 各項 

新安裝設施讓學生能在色彩繽紛的 

花園裡，享受嶄新的感官遊戲，寓 

遊戲中學習。 

 

 

蒙新鴻基地產贊助，感官花園遊 

戲區翻新工程得以順利完成。 各項 

新安裝設施讓學生能在色彩繽紛的 

花園裡，享受嶄新的感官遊戲，寓 

遊戲中學習。 

 

 

戲區翻新工程得以順利完成。 各項 

新安裝設施讓學生能在色彩繽紛的 

花園裡，享受嶄新的感官遊戲，寓 

遊戲中學習。 

 

 

新安裝設施讓學生能在色彩繽紛的 

花園裡，享受嶄新的感官遊戲，寓 

遊戲中學習。 

 

 

花園裡，透過嶄新的多感官體驗愉 

 
快學習。 

 

 

 
2018-2019年 

2018年 12月，教育局外評隊到校進 

行全面的評核，並與各部門同工及 

家長面談。外評隊於 2019年 4月寄來 

評估報告，報告內容肯定了本校的 

工作成效、 家長對學校的欣賞，亦 

大大鼓舞了學校仝人。 

2018年 12月，教育局外評隊到校進 

行全面的評核，並與各部門同工及 

家長面談。外評隊於 2019年 4月寄來 

評估報告，報告內容肯定了本校的 

工作成效、 家長對學校的欣賞，亦 

大大鼓舞了學校仝人。 

行全面的評核，並與各部門同工及 

家長面談。外評隊於 2019年 4月寄來 

評估報告，報告內容肯定了本校的 

工作成效、 家長對學校的欣賞，亦 

大大鼓舞了學校仝人。 

家長面談。2019年發佈的外評報告 

評估報告，報告內容肯定了本校的 

工作成效、 家長對學校的欣賞，亦 

大大鼓舞了學校仝人。 

肯定了本校的工作成效、 家長對學 

 
校的欣賞，亦大大鼓舞了學校仝人。 

 

大大鼓舞了學校仝人。 

 

2019年 

喜獲許氏伉儷慷慨捐獻，水療池得 

以翻新，並增添輔助設備。 

喜獲許氏伉儷慷慨捐獻，水療池得 

以翻新，並增添輔助設備。 
以翻新，並增添輔助設備。 

2020年 

新冠疫情之下，在二月防疫物資極度 

短缺之時，有不少熱心的社會人士及 

機構陸續送上口罩、 漂白水、 酒精、  

搓手液等防疫物資給我們，以解燃眉 

在新冠疫情爆發、防疫物資極度短缺 

機構陸續送上口罩、 漂白水、 酒精、  

搓手液等防疫物資給我們，以解燃眉 

之急。 

 

之時，本校將各界熱心人士捐贈的防  

搓手液等防疫物資給我們，以解燃眉 

之急。 

 

疫物資，派送到校內各個有需要的家 

之急。 

 

庭以解燃眉之急。 

 

  



有框框，以網上學習平台、視訊影 

片或實時教學等，配合預先運送 

給學生的實物教具及治療器材， 

讓學生停課不停學，持續在家學習。 

 

主題「活在恩光」。 
的注水禮，活靈活現地帶出校慶 

 

活動的序幕，典禮上透過別開生面 

「活在恩光」，正式揭開一連串慶祝 

活動的序幕。 

 

40週年校慶開展禮揭開一連串慶祝 

「活在恩光」，正式揭開一連串慶祝 

活動的序幕。 

 

學生和家長在新常態下亦突破固 

有框框，以網上學習平台、視訊影 

片或實時教學等，配合預先運送 

給學生的實物教具及治療器材， 

讓學生停課不停學，持續在家學習。 

 

在新冠疫情影響下，教師、治療師、 

、學生、 家長在新常態下亦突破固 

有框框，以網上學習平台、視訊影 

片或實時教學等，配合預先運送 

給學生的實物教具及治療器材， 

讓學生停課不停學，持續在家學習。 

 

給學生的實物教具及治療器材， 

讓學生停課不停學，持續在家學習。 

 

片或實時教學等，配合預先運送 

給學生的實物教具及治療器材， 

讓學生停課不停學，持續在家學習。 

 

讓學生停課不停學，持續在家學習。 

 

2020年 

香港科技大學研究團隊研發的新型 

智能殺菌塗層，定期免費消毒全校 

各處。 

定期安排全校噴灑由香港科技大學 

各處。 
研究團隊研發的長效殺菌塗層。 

2020年 

在新冠肺炎影響下，教師、治療師 

、學生、 家長在新常態下亦突破固 

有框框，以網上學習平台、視訊影 

片或實時教學等，配合預先運送 

給學生的實物教具及治療器材， 

讓學生停課不停學，持續在家學習。 

 

2020年 
暑假期間，本校校務處換上新裝，接待  
處旁特別刻上靈實創辦人司務道教士摯 
愛的聖經金句，以賽亞書 53章 11節 

「祂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便心滿意足。」 

願聖經的話語及司教士的見證激勵進入 
校園的每一位。 

2021年 

40週年校慶開展禮，別開生面的注 

水禮，活靈活現地帶出校慶主題： 

「活在恩光」，正式揭開一連串慶祝 

活動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