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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給你力量

2011年2月
張翠儀校長

   「家」是什麼？

什麼才算是力量？
有些人會說緊握拳頭，是力量的象徵；
有些人會說聲音洪亮，是力量的氣勢；
有些人會說擁有權威，是力量的境界；

學校是我們的家，一個集合了來自一千個家庭
的家。在學校裡，充滿代表着未來與希望的力
量。

   我們的學生、我們的孩子回到有爸爸、媽
   對我來說，我們
媽、兄弟姊妹的家裏，談天說地，分享一天的
作為老師的、作為家
生活點滴、也會載着一些夢想、心聲。表達是
長的，用心地聆聽孩
一種力量、聆聽是一種力量、回應也是一種力
子的心聲，簡單地說
陳方安生女士與校長及師生合照
量。
一句鼓勵的說話，雖
然只是一點一滴，但卻能表現出真
   「家」給我們力量：是聆聽、是表達，是回應。
誠而持久的力量。
用一顆赤子之心，靜心專注地聽聽孩子的心底話。
   我在這幾個月裡，與一些中一
級學生、班長、風紀、資優學生、將面對高考的中七學生、插班
生、又或是外地交流回來的學生一起午膳，或許輕鬆，或許認
真，一起說說校園趣事、學習心得，部份學生也會向我建議一些
改善學校的措施，也有談及他們希望進入大學的選修科目，又或
是他們的理想職業等。

   用欣賞的眼睛，尋找孩子的亮點。用一個微笑、一句鼓勵的說
話，建立孩子的自信，造就他們的未來。
   祝福我們李福慶的大家庭、滿有從上主而來的愛，彼此聆聽、
表達、回應，恆久而有力量。

   我們一起分享的時候，不是七嘴八舌的，有同學發
表心聲，其他同學們必定用心聆聽。這表現了互相的尊
重和接納。有時候，我們也會用一個微笑、一句鼓勵的
說話回應。這種默契，就是家的力量。
與中六學生「老友鬼鬼」

主席的話：

校長與應屆畢業生午
膳，為同學加加油

從詩篇、古詩勸勉中說起

籃球隊與校長、副校長、
校隊老師球場留影

莫永佳先生(2B 莫榮殷家長)

相信大多數聖公會李福慶中學的同學都很熟悉以下的幾句話：「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 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對了！以上幾句正來自聖經詩篇第一篇。耶和華（Yehovah\Yehowah）是《聖經•舊約》中真神、上
主或上帝之名。聖經詩篇共有一百五十篇，既是第一篇開首的幾句話，其意義定是非常重要。
   上週，偶然翻開漢魏六朝詩鑒賞辭典，看到晉代陸機所寫的樂府詩《猛虎行》開首幾句：「渴不飲盜
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鑒賞辭典解釋：詩的開篇四句，表明志士處世，往往
用心慎重，愛惜身名，因而渴了也不喝盜泉的水，熱得難受也不歇于惡木陰下。難道說盜泉的水就不能止
渴，惡木就沒有可供歇涼的樹蔭？因為“盜泉”、“惡木”名字都很刺耳，所以操守清峻的人不願隨便其
沾染牽涉，寧可忍渴忍熱。(筆者按：盜泉，水名，在今山東省境內。相傳孔子經過盜泉，雖然佷渴，但惡其名，不飲此水。)
   今天，我們也許有不同的生活經驗及價值觀，但綜合詩篇第一篇開首的幾句話及陸機《猛虎行》的開篇四句，我們也對「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有更深了解。我們選擇李福慶中學，當然相信這裹校風純樸，一定沒有“盜泉” 和“惡木”， 我們相信李福慶中學的老師們
能耐心地教導培育我們的子女，而同學們互敬互助、敬師愛校，將來多出一些實事求是的英才、多出能承傳優秀中國文化的學人、多出一
些可對社會貢獻的賢達。至於對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對大多數現代人來說，自然不是件易辦的事，盼在本校德、智、體、群、美、
靈六育的薰陶下，能培育出榮神益人的下一代。

家教會第九屆常務委員會
主 席： 莫永佳先生
副主席： 胡美玉女士、施婉儀副校長
司 庫： 陳建業老師、朱穎儀女士
文 書： 陳卓芳老師
委 員： 談乙儀女士、龐淑群女士、蘇惠玲女士、陳秀嫩女士、葉樹華副校長
許吉隆老師、鄺綺梅老師、朱光美老師、陳婉瑩老師

週年大會暨就職典禮
   本會於11月6日(星期六)舉行第九屆家長教師會週年大
會暨就職典禮，是日五時先在學校操場舉行親子競技大賽，
為「長者安居服務協會」籌款。家長們可以趁著這機會輕鬆
一下、活動一下，又可與班主任及其他家長認識一下、交流
一下，更可享用學生親手製作之茶點，真是一舉多得。
   在會員大會上通過了上屆的會務及財務報告，亦通過新
一屆委員名單。欣蒙七位熱心家長參選，加上教師代表，組成今年度的第九屆家長教師委員
會，相信定會為會務工作增添更多動力。是日又邀得「苗圃行動」前副主席潘國軒先生蒞臨
主禮，頒發委任狀及紀念品予新舊委員，並作專題演講：「從義工服務培養子女正確的人生
觀」，令大會生色不少。
   「苗圃行動」向由義工主導，「苗」是指學生，「圃」比喻學校，目的為國內山區學童
實現讀書夢。此會每年的活動包括「行路上廣州」、「苗圃茶馬古道」、「助學長征」及
「苗圃青年大使計劃」，自成立以來，已重建國內超過900所學校，資助逾26萬人次的中小
學生，總資助金額接近港幣2億6仟萬元，覆蓋14省239縣。苗圃義工各有不同背景，均是
自願自費的。潘國軒先生為政府工程師，長期熱心地參與社會服務，今次他由義工服務的角
度，深入淺出地舉例說明我們如何可以培養子女對教育、對人生的應有態度。正所謂「推己
及人」、「助人助己」，我們能盡一分力，協助國內山區的學童達成教育理想，正因我們明
白教育的重要，也令同學珍惜接受教育的機會。潘先生的一番話，相信已為聽講者帶來不少
啟發。是日大會程序交由四位活潑可愛的中一同學擔任小司儀，看到他們一本正經的介紹各
項程序，其中又處處透着天真氣息，令人更加喜愛。大會在一片融洽與喜樂的氣氛下，約於
九時結束。

親子 師生 慈善 競技賽 後感
1A 馬瀛豐家長

   這是第一次兩位兒子一齊邀請我參加陸運會舉辦
的親子師生競技活動，看到他們對這個活動非常積
極，同時亦可以為長者安居協會籌善款購買平安鐘，
所以我就答應了他們。
   今年原訂十月二十三日在小西灣運動場舉行這個
活動，因颱風關係，所以延期到十一月六日，並改於
學校舉行。由於我是第一次參與這活動，所以賽前比
較緊張：比賽過程中要其中一人蒙眼跑30米、又要雙
人背對背運送健體球行30米，我是否可以順利完成
這兩場競技賽呢？最終，我很開心能與兩個兒子順利
到達終點。當我們完成兩場賽事後，便一同觀看其他
參賽者比賽。最後，整個活動在歡樂的氣氛下完結，
我們還拍攝大合照留念。適逢當天亦是家長教師會第
九屆周年大會暨就職典禮，所以我們移步到禮堂去，
抵達時，已有同學預先準備了一些美味的茶點給我們
品嚐。典禮隨即開始，當晚也為是次競技賽頒發三個
獎項：分別有「籌得最多善款大獎」、「最多捐款人
大獎」及「最踴躍參與班別大獎」。我很高興小兒能
夠代表他就讀的班別上台領取「最踴躍參與班別大
獎」。最後，我希望下一年可以再有機會和兒子參加
這些有意義的活動。

十五週年親子師生慈善競技賽大合照

校長家長既出錢又出力
支持我們的活動
完成賽事，取得十五週年
限量版的紀念品

手拉手，蒙眼也不怕，向
目標前進!.

於十一日六日舉辦的親子師生慈善跑共籌得款項︰$7605.1
於十二月十七日公益金便服日共籌得款項︰$8853.6

家 長 日推 廣 環 保 教 育

許老師發號司令，一二三跑!

葉樹華副校長

   「節能教育，教育節能」是本校推行綠色校園的基礎理念；綠色教育組盼望將這個理念傳遞到家長的層
面，讓家長能從生活上體驗出環保精神。隨著地球日益暖化，天氣變幻異常；再這樣下去，香港將留不住冬
天了。環保生活，就是要求我們愛惜地球；一片藍天，一輪明月，都是上天賜給人們無限的瑰寶。為了貫徹
身體力行的理念，學校在各方面樂於作出配套，盡量使用環保措施，以求為地球多做一點工作。首先，我們
為全部課室換上慳電的T-5光管，以節省能源；繼而，所有校內的玻璃窗都鋪上防曬隔熱玻璃薄膜，令室溫降
低30至40%，保持課室涼快。這一切的措施，都是教育學生們環保節能的重要。
   校方盼望向家長推介環保裝置，所以特別安排恒泰貿易有限公司及信興科技有限公司於家長日到校舉辦
展覽，推廣環保意識。當日的展覽，令家長對環保裝置有更深入的認識。

「憑着愛，我信有出路」之
「 五 邑鄉土教材及國民教育考察之旅 」
許吉隆老師
   本校為慶祝十五週年校慶，全體老師於聖誕前的歌唱比賽當日上台
獻唱【憑着愛】這首歌，寓意是憑着老師們的愛心，必可排除萬難，為
着教育工作而努力。而這首歌的裊裊餘音，正好伴着我踏上這國民教育
考察之旅。
   這次 五 邑 開 平 之 行 ， 最 大 的 收 穫 是 認 識 了 一 班 好 友。他們來自
二十三間中、小學，有行政經驗豐富的校長領導、有學識淵博的資深同
工、有見聞廣闊的年輕才俊……大家交淺而言深，旅程愉快，因大家有
着一個共通點 － 就是大家都有着一股教學的熱誠。大家都希望趁着這個
假期，認識一下「開平碉樓」這世界文化遺產，同時也為將來開展的國
民教育科備一備課，自己也可充實一下。所以，我說「我信有出路」是
不是很對？
   出發前的幾天，天氣寒冷，幸好行程中的這幾天天色晴朗、氣候和
煦、道路又平坦，完全沒有「刺腳的彎路」。梁炳華博士安排的行程非
常暢順，又有心思，又沒有令人煩厭的「贊助商」或「購物點」，而且
還免費增加了兩個參觀點。尤其是那一個還未正式開幕的五邑華僑博物
館，展品珍貴、題材切實，場館更是3D動感的啊！那真的要多謝梁博士
和國民教育學會的所有工作人員了。
   行程中除了參觀了抗日紀念碑南樓、華僑領袖司徒美堂故居、明代
大儒陳白沙祠、革命先烈陳少白故居，又有立園、自力村、赤坎鎮等深
具文化特色的地方外，還訪問了長沙師範附屬中、小學，能親身了解當
地學生參與國民教育的情況，更與該校師生面談，實在是非常難得的機
會，可算不枉此行啊！
   晚上，我們又有機會欣賞當地一個師生文藝滙演，驚歎內地老師們
的能歌善舞，精彩的表演包括歌曲、舞蹈、話劇、相聲、小品和演奏
等，造詣有如專業團體，一方面讓我們有如置身「春晚」，另一方面亦
讓我們自愧不如。

國民教育之旅大合照

開平碉樓一

   這個聖誕假期，我其實是第二次回大陸的了。在一開始放假時，我
與家人上了一趟廣州，再乘地鐵到番禺長隆野生動物園。這次行程，無
論在廣州市內或地鐵車廂內，都令我感覺非常好。首先，街道清潔又環
保，交通經亞運建設後，可說是井井有條(塞車是繁榮都市的必然現象的
了)；其次，最難得的是地鐵乘客很有禮貌、很守秩序，而且年青一輩都
懂得自願起身讓座予有需要的人士，連我這個並不認老的也竟然有人讓
座。這證明了國內的國民教育、公民教育見效了，改進了市民的公德心
和愛心。所以，這個聖誕假期我覺得是充實的、是喜樂的，因我相信在
香港教育界的有心人努力之下，國民教育雖然起步稍遲，但必然有光明
遠大的前景。

革命家陳白沙故居

開平碉樓

鐵路開築
長沙師範附屬中學

點解賣豬仔

淘金夢碎

豬仔船艙

好書送給你！
   每次到國內或台灣旅遊，都預先打聽酒店附近有沒有書店；每次進入書
店後，都與外子分道揚鑣，相約兩小時後再見；每次徜徉於書海後，都滿心
歡喜地捧著大大小小的書本回酒店，繼而每晚睡前都不愁寂寞！
   無論閱讀甚麼書籍，都好像進入了另一個思想世界，不但觸動了感情，
亦啟發了思考。日前為家教會購買了家族治療大師李維榕博士著作，一套四
冊的「家庭舞蹈」系列，讓我再一次思想自己，思想自己與家人的關係！
   書中每一個治療個案，例如「鬼上身的家庭」、「吸血鬼的後代」、
「沒有長大的婚姻」、「男人的101個謊言」、「自殺的母親」、「吞釘的
孩子」、「哭泣的男孩」、「坐屎監」、「不停洗手的孩子」、「未斷的臍
帶」、還有很多，展示了夫妻之間、父母子女之間、兄弟姊妹之間的互動就

施婉儀副校長

好像舞步一樣，如何
纏在一起，絆倒大
家；又如何帶動著每
一個家庭成員的成
長。閱讀這些個案，
時而擔心、時而哀
傷、時而嘆息，但隨
著治療的進行，看到
每個家庭重新得到動
力，往往又為他們慶幸高興！歡迎愛自己，愛家人的你
們，親臨本校圖書館或透過子女借閱！

中一家長座談會
愛與包容，是快樂自信的泉源
1C班 葉佩珊家長
   參加了19/12(日)家教會舉辦的中一分享會，聽到兩位中六
同學分享各科學習的經驗之談：上課專心、交齊功課、溫習當天
所學；也要多搜集資料，認識課文中的重點；遇到問題，應請
教老師或同學，共同解決課文難題；多參與不同學會所舉辦的活
動，增廣見聞。兩位同學很有耐性地解釋家長們的提問，值得讚
揚。
   孩子在校的時間甚長，她上課的情況、能否與同學相處融
洽、有否交齊功課、和老師們合作，讓老師們能順利教學，這些
都是作為家長的我們十分關心的，因此家校合作就變得非常重
要。我們應該多與老師溝通，了解孩子在校的情況，作出輔導。
作為家長，我們也需付出時間和耐性與孩子共處，在家中多跟孩
子談天、跟她一起溫習功課；有空時到校接放學，和她一起逛
街、用膳，大家有商有量，她就會無論何事都如實相告。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雖不是一所家長們夢寐以求的名校，但卻
用愛和包容來教導學生，我們的孩子並不都是資優生，他們需要
的是愛、包容和接納。女兒自從入讀李福慶中學後，一天比一天
快樂，久違了的笑容再次展現，自信心也回來了，這些都有賴老
師們的教導和包容，真的非常非常感謝校長和老師們的愛護，作
為母親的我見到女兒那麼開心快樂，又每天勤力溫習做功課，真
的很欣慰。

由學長負責的家長座談會
李林麗娟女士(1A班 李紓蔚家長)
   很高興能參加家教會於12月19 日舉行之家長會，這使我進一
步了解李福慶中學的教育特色。以往曾參加學校舉辦的座談會，一
般多由老師負責及講解，而是次活動則由學校及同學一起負責，可
見學校會給學生多方面的嘗試及發揮的機會。當日兩位負責的同學
都表現有禮、鎮定並且笑容可掬，令到當日氣氛很融洽。資料切合
內容之餘，更設有提問時間，可見兩位同學都很用心去準備，令我
覺得女兒入讀李福慶中學是神最好的安排，希望她在這裡有美好的
學習及成長。

校園

花絮
音樂比賽

關愛校園，開心球隊

我們是閃避球冠軍
參觀電子版〈清明上河圖〉

家長日講座

2010﹣11年度第九屆家長教師會
中期財務報告(截至31/1/2011)
事項

你捐了嗎？

收入(HK$)

09-10年度結餘

65,563.84

10-11會費($30 x 844人)

25,320.00

同學及家長支援小組(18/10/10)

支出(HK$)

309.50

捐贈苗圃行動款項(6/11/10)

3,000.00

親子師生慈善競技賽善款(捐贈長
者安居協會) (3/12/10)
總額

7,605.10

7,605.10

98,488.94

10,914.60

這是我煮的！
整理好這幾盆愛心慈善花

編輯委員會
莫永佳先生、龐淑群女士、許吉隆老師、陳婉瑩老師

流動資產
結餘(HK$)
銀行存款
零用現金
總額

84,915.44
2,658.90
87,574.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