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選舉事宜

陸運會慈善跑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陳素碧（1A陳冠樺  家長）

一年一度的陸運會又圓滿結束了，今年適逢是學校二十周年，也是我初次參加，
感到特別有意義！看見各運動員全力以赴拼到最後，我也從心底雀躍起來；望見啦啦
隊精心設計不同標語及口號為隊友打氣，我也一同被鼓舞。我特別欣賞「親子師生慈
善競技賽」，要不是老師對同學親切關懷，家長對子女愛護備至，學生對父母及老師
尊重信任，那會有如此充滿默契的表現呢？在此恭賀各得獎健兒。期盼各家長、老師
及同學於來年再接再厲，為慈善再創佳績。

2015年9月及10月家教會
分別舉行了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
選舉及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家長
委員選舉，家長校董有3位家長
參選，而家長委員則有9位家長
參選，多謝家長參與投票及支
持。選舉結果，詳情如下：

家長教師會會訊
地址：柴灣翠灣邨翠灣街
電話：2560 5678
傳真：2886 5730
電郵：skhlfh@school.net.hk
網址：http://www.lfh.edu.hk

1.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陳惠儀女士
			
馮慧嫻女士(替代)
2. 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
		
主席： 陳惠儀女士
		
副主席：陳惠玲女士
		
司庫： 楊妙儀女士
		
委員： 	 陳素碧女士
			
馮慧嫻女士
			
郭秀娥女士
			
Ms Josephine Lee
恭賀以上當選家長，並感謝她們貢獻個
人時間作為家長與學校的橋樑，積極參與會議
及熱心籌備活動，彼此互相溝通，加強家校合
作，讓學生能愉快地學習，發揮潛能，為個人
前途作充足的準備。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
財務報告

家長支援小組
2015-2016

(1/2/2015至15/7/2015)
事項

現金結存和收入
(HK$)

14-15年度結餘

楊妙儀 (3D邱昉楠 家長)
支出
(HK$)

49,604.14

家教會會訊(8/2015)

122.00

15-16會費($30 x 492人)

14,760.00

親子師生慈善競技賽物資及紀
念品(14/10/2015)
親子師生慈善競技賽善款贈送
長者安居協會

582.00
3,390.40

3,390.40

第十三屆委員及第十四屆會員
大會司儀紀念品(7/11/2015)

1,822.00

學校開放日茶座攤位物資
(5/12/2015)

1,830.00

總額

67,754.54

7,746.40

日子總是在不經意間悄悄的流走了，過去一年中無論孩子們或
者家長們都在成長中，每個人都有他們必須完成的任務，當中包括
工作、課程學習、照顧家人、做義工等等。但無論我們這班支援小
組的成員怎樣忙不過來，我們也會互相惦念，不時互通電話及短
訊，向大家問候一下，或訴說生活種種。除了每月固定的聚會，我
們更會在其他日子相約相聚，有時只是在街上偶遇也會寒暄數句，
這樣子的聯繫令我深深感受到大家的愛護及支持。我十分珍惜大家
這份情意，這麼一來也是我的動力來源。
在新的一年開始，首先要謝謝今年的中一家長們，他們的積極
參與實在令我們一班舊戰友有點震撼，更加推動我們要更努力、更
投入、也更有壓力。 但我相信大家的信念是一致的，所以大家將
會努力完成未來的每一項活動，務求令到每個參加者都有所得著，
每位工作人員都滿有喜樂。我也順道和其他家長說聲謝謝！感謝大
家在過往的參與及對我們的包容。在此特別感謝在過去每項活動中
默默耕耘的工作人員，謝謝大家！

流動資產
結餘(HK$)
銀行存款

59,021.44

零用現金

2,816.70

總額

61,838.14

編輯委員會名單
陳惠儀女士、陳惠玲女士、
許吉隆老師、朱天虹老師

「 福慶樹人二十載

2016年2月

承傳主愛創未來」

二十周年校慶開放日
「福慶樹人二十載，承傳主愛創未來」！一九九六年於柴灣創校至今的聖公會
李福慶中學已踏入廿載，為慶祝二十周年校慶，我們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五日舉行
了校慶開放日。當天除了有各學科展覽、攤位遊戲、音樂表演外，亦有趣味實驗、
親子講座，以及小學聯校比賽等，節目豐富。
當日來賓包括創校贊助人李福慶伉儷、法團校董會成員、校友、友校代表、區
內外家長、學生及社會人士。開放日上午，李福慶伉儷及一眾校董和嘉賓蒞臨為學
校歷史館主持剪綵禮，並參與部份開放日活動，與同學一同分享精彩節目及學校二
十年來的辦學成果。學校歷史館內展出了創校以來的珍貴資料，包括歷年照片、文
獻，以及各式各樣的獎項。一眾來賓在此緬懷廿載辦學甘苦，細說當年。
開放日上午的重頭戲是兩項小學聯校比賽。「小學聯校飲管砌橋邀請賽」有
多間小學參加，參賽的同學均發揮無限創意和創造力，搭建出一座座精美的飲管
橋樑，並接受承重力考驗，結果由港澳信義會小學奪得冠軍。另一場重頭戲 ――
「小學聯校排球邀請賽」，初賽已於11月28日完成。經過競爭激烈的比賽後，最
後進入當天的決賽隊伍為愛秩序灣官立小學、香港仔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香港嘉
諾撒學校及培僑小學。每位參賽同學都施展渾身解數，即使比賽期間下起大雨，仍
無法澆熄小球員們火般的鬥志。經過一番龍爭虎鬥，男女子組的冠軍分別由李陞大
坑學校和香港嘉諾撒學校奪得。
開放日亦邀得全港唯一的流動生物實驗車到校，提供趣味基因科學實驗，供小
學生及家長們一起參與，一嘗當科學家的滋味。此活動甚受歡迎，車外經常大排長
龍，參加者都意猶未盡，認為這特別的項目十分有趣吸引。
下午的精彩節目則首推家長教育講座。當日邀得素以精於教育子女聞名的資深傳
媒人鄭丹瑞先生到校，與聽眾交流分享培育子女心得，吸引大批家長到來取經，令
整個禮堂座無虛席。眾人均對嘉賓的分享讚不絕口。家長教師會委員更鼎力支持本
校開放日，當天親自即場為一眾來賓、師生、家長、校友泡製精美小吃，讓大家甜
在口裏，更甜在心裏。
開放日當天，亦有不同時期畢業的校友回來與師長話舊，暢談求學時期的種種
難忘回憶，還有校友帶同子女追尋自己年少時的校園足跡，令校園到處洋溢著陣陣
歡笑聲。
二十周年校慶開放日於下午五時結束，只見場內的嘉賓、校友、老師和同學樂
而忘返。這天的校園，見證了創校廿載誌慶，李福慶人共聚同歡的美好時光。

主席的話

本校家長教師會主席

陳惠儀

回顧2015是我人生中豐盛和感恩之
年，在聖公會李福慶中學，被選為家教會
主席和第二屆家長校董，我實在感到十分
榮幸！能夠參與家校事務上的工作，承擔
責任出席不同校內或校外會議，商討學校
的運作，與家長連結開展義工範疇，支
持家長支援小組工作等，令本人能擴闊視
野，接觸不同人際網絡，提升自信心，真
是獲益良多！
自己除了參與學校工作，也積極參
與義工事務，為社區服務。去年聖誕節當
日，我和兒子參加了主題為「在乎里」的
千人盆菜宴，開設一百圍，我做坐席義工，兒子上豪負責彈結他，
與一班兒童唱歌和玩遊戲。在場義工有四百多名，他們十分投入工
作，主動招待街坊、長者，還有露宿者，一起分享這個愛筵，場面
温馨，令人十分感動。
2016年是李福慶中學二十周年校慶，二月十九日是舉行盆菜宴
的大日子，盼望那日大家共同分享這個美麗時刻，共享愛筵！「福
慶樹人二十載，承傳主愛創未來」，祝福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成為多
人祝福，培育下一代！榮神益人！

常務委員會名單

主 席：
副主席：
司 庫：
文 書：
委 員：

陳惠儀女士(5B鄧上豪)
陳惠玲女士(5C吳家祺) 、姚濬哲副校長
楊妙儀女士(3D邱昉楠) 、陳建業老師
陳卓芳老師
Ms Josephine Lee(5A李伯岐)、
郭秀娥女士(3C詹紹天) 、 馮慧嫻女士(2C高兆鏗)、
陳素碧女士(1A陳冠樺) 、許吉隆老師、
葉梅愛老師、梁恩球老師 、 朱天虹老師、
陳若龍老師

第十四屆週年大會暨就職典禮及專題演講
2015年11月7日是學校舉辦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
週年大會暨就職典禮的大日子，當晚邀請到香港輔導教
師協會榮譽顧問趙榮德先生主持專題講座，主題為「如
何透過溝通提升孩子的學習動機」。
趙先生鼓勵家長多主動傾聽孩子的需要，感受孩子
所說出的心內話，令孩子感受到被接納，溝通自會暢通
無礙。趙先生認為有良好的溝通作基礎，家長可進而協
助子女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和探究自己的興趣，子女的
學習動機才得以提升。
多謝趙榮德先生的分享，我們從中學習到要對孩子
多傾聽、多讚賞、多鼓勵，孩子才會有自信心和成功
感。相信在場人士受益匪淺。

陳惠儀女士

回想起當晚致辭時心情
有驚有喜，十分緊張！因本
人今年被選為家長教師會主
席，致辭的那一刻心裏非常
激動，眼中也泛著點點淚
光。在此再次感謝張校長、
姚副校長、前主席莫先生、
各位老師、家長和同學對我
的信任和鼓勵。本人擔任主
席一職，將會盡心竭力完成
這個使命，與學校衷誠合
作，建立義工團隊，接納家
長的不同意見，達至家校共
融，擁抱校園。
我們曉得萬事要互相效
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羅8:28)

開放日

Josephine (5A李伯岐 家長)

去年十二月五日是本校開放日，適逢是建校二十周年，真是可喜可賀！當
天早上八時到達學校，我迎面見到的是兩個用氣球製成的公仔，炯炯有神的大
眼睛，令我想起李福慶中學的孩子, 在文靜樸素中見朝氣。
距離開放時間還有一小時，校長、老師、同學、學校工作人員、家教會委
員等正忙碌地作最後準備，家教會負責的攤位「輕談淺嚼」已經傳來陣陣的咖
喱香味。這攤位預備了大家喜愛的魚蛋、魚片、燒賣和春卷，委員們以及家長
義工和同學，能夠為外來賓客、老師和同學等送上熱騰騰、香噴噴的美味小
吃，實在樂在心頭。相信當天嘗過食物的你，都感受到那份溫暖吧！
下午，我和小女到處參觀，她最喜歡科學室同學設計的「范德格拉夫起電
機」。最初，她只看了一眼，不大感興趣，但剛巧遇到一位中六的羅同學，他
拖著我的小女兒，向她作深入淺出的解釋，用生動的表達去吸引這位小妹妹。
羅同學不但有禮貌，有耐性，表達力強，學識豐富，而且連一位小小的賓客都
重視。李福慶的校長、老師可以為未來社會培育出這樣的人才，實在令人欣慰。
小女也喜歡外籍老師製作的巧克力。巧克力很好吃，很有水準。她亦非常
喜愛遊戲攤位，在此感謝老師和同學們伴她下棋及照顧她，令我可以安心聽講
座。
走過每個角落，觀賞過同學的展品，我深深感受到老師、同學們為這一天
付出很多的心血。雖然我也曾參加過許多熱熱鬧鬧的開放日，但是在這一天李
福慶中學卻帶給我在其他學校開放日所感受不到的和諧與親切。   

二十周年校慶活動宣傳

鄭丹瑞主講：如何與孩子同行 —— 聽後感
Josephine (5A李伯岐 家長)

與時並進‧持續專業發展
電子學習是全球教育的大趨勢，新一
代的香港青少年大多在資訊科技的環境下長
大。Prensky(2010)稱這群青年人為「數碼原
居民」(Digital Native)，而香港人使用資訊科
技(包括硬件及互聯網)的普及程度高(香港政
府統計處，2013)，為電子學習帶來有利的因
素。
香港特區政府於2013年10月推出名為「
智慧香港，智優生活」的「數碼21」資訊科
技策略文件(http://www.digital21.gov.hk)，
公眾諮詢文件已經出爐。加上教育局在2015
年正式推出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 加強
學校的無線網絡基礎設施，主要行動包括分
階段為所有公營學校加強無線網絡服務和提
供其他支援措施。而聖公會李福慶中學將安
排落實在 2016/17 學年開始推行學校無線網
絡的優化工作。透過是次的撥款津貼，學校
將再進一步提升現有無線網絡基礎設施及優
化流動電腦裝置供學生在課堂上使用。這樣
的配備有助我校學生使用流動裝置及有利推
行電子學習的環境。
作為推動電子學習的準備，今年開始學
校在教務組下新增「電子學習小組」以配合
由資訊基建的層面，提升至課程統籌及推展
校本電子學習計劃的程度。另一方面，適量
的教師培訓對推行電子學習是必須的，電子

陳俊銘老師
學習小組於今年分別邀請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
院第一中學的電子學習組及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
組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的借調老師到我校舉辦
兩場電子學習的專業發展講座：
即使在一片忙碌的會議及批改試卷的考試期
間，教師們亦積極投入參與友校的精彩分享。香
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的簡偉鴻助理校
長帶領其電子學習團隊分享該校的電子學習發展
經驗及心得，該校的兩個電子學習試驗計劃及課
堂設計，當中成功以配合科本特色原則下，提升
學與教的效能。透過教師發展日，讓教師共同參
與資訊科技學習活動，體驗如何善用資訊科技工
具提升果效及增強教師團隊的合作精神。最後更
與一眾教師們即時進行既緊張刺激，又樂在其中
的課堂限時問答遊戲，讓教師們親身體驗在不同
裝置及平台上，從遊戲中愉快學習，但同時可收
集相關數據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
電子學習具有互動性和延展性，能夠讓學生
在課堂內外提升學習的興趣及果效。透過電子學
習，學生可以將學習與生活融合，令傳統學習過
程在電子學習元素滲透下發酵成釀。
References:
Prensky,M. (2010). Teaching Digital Natives:
Partnering for realy learning. Thousand Oaks, Californa: Corwin.

開放日當天，學校請來紅星鄭丹瑞先生作了一場精彩的
講座。
鄭先生的講座，並沒有理論點子, 他只是通過以下幾點實
實在在的經驗與聽眾分享如何與孩子同行：
1. 他自己的父親當年如何與他五兄弟姊妹同行，令他們在
精神上(非物質上)成為世上最富足的孩子。
2. 他自己如何與兩位女兒同行，使她們今天可以獨立，為
自己的前路作自由選擇。
3. 作為TVB藝員訓練班校長的他，如何教導未來的紅星在
未懂演戲前要先學做一個有禮貌的人。
4. 以他自己豐富的閱歷及在不同領域的所見所聞，帶出活
生生的例子，分享身教的重要。
旦哥追思其父親當年只是一間分行小經理，後來生活
環境改變，父親為生活奔波勞碌，但父親卻教曉他不能為五
斗米折腰，並且要「做一個好人」以及「做好一個人」。我
認為要做一個真正的好人已經不易，要做好一個人更難。如
果我們及孩子每天都做好自己的不同身份與角色（例如：父
母親、兒女、學生、朋友等等），當然包括做一個好人，那
麼，我們的社會及每個家庭一定既和諧又快樂。
旦哥既是紅星、名DJ、導演、編劇、作家……，不難想
像他有多繁忙，但他在女兒三四歲起，每晚都陪伴兩名女兒
吃晚飯，這點實在令我感到很驚訝。平凡如我尚且做不到。
可想而知，在成就子女的背後，父母作出了多少的努力與堅
持！晚飯期間，他們一家不會看電視，每晚他會帶出一個問
題，從而帶領女兒們去思考，自由地去討論，久而久之，女
兒們都學懂從不同角度去看事物，培養出判斷力。
旦哥作為藝員訓練班的校長，我們必定很想知道他有何
秘方去訓練明日之星，但原來旦哥一開始卻是教導學員每天
習慣有禮貌地與認識或不認識的人說「早晨」。
我自問都算是一個有禮貌的人，但最近我家新搬來一
戶鄰居，我差不多每天早上都在升降機門口遇上那位年青媽
媽帶著女兒上學，她樣子看來頗冷淡，每次想跟她說早晨，
但她偏偏不與我有眼神接觸，令我開不了口。一段日子過去
了，一天，我丈夫從外地工作返港，只見年青媽媽彎著腰在
走廊末端家門口整理嬰兒車，我丈夫連對方樣貌也未見過，
就大聲、不猶豫地向她說早晨，年青媽媽也大聲的回應「早
晨」！自此，我們每天在升降機門口都會打招呼，我相信大
家心裡也舒服得多。一句「早晨」，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就拉
近了，多微妙啊！
最終，旦哥是要帶出兩個重點，就是要與孩子同行，身
教與放手是最重要的。今天，也許我們都做到身教，但我們
卻仍需努力去學放手！希望以上文字能夠為當天沒時間聽講
座的家長在與孩子同行的路上作點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