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馮慧嫻女士（1A 高芊樺家長）

今日我來學校參加中一家長講座，人數雖然
不多，但場面氣氛融洽。當日有家長教師會的主
席和副主席來主持講座，又有兩位高年級同學尹
邦照、陸靜敏現身說法，解答家長們的提問，令
整個講座的過程流暢而輕鬆。與會的家長都很主
動發問，問題多關乎學習方面，如中、英、數主
科如何按程度分組、中六畢業後的出路及升學問
題等。兩位同學的回應都很清楚仔細，令各家長
都可得到滿意的答案。最後，全體出席者來一個
大合照，講座也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結束。

中一家長講座

2012-13年度
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

中期財務報告(截至31/1/2013)

事項 收入
(HK$)

支出

(HK$)

11-12年度結餘 68,796.94

12-13會費($30 x 734人) 22,020.00

家長教育參考書 83.00

親子師生慈善競技賽善款

(捐贈長者安居協會)(20/11/2012)

6,758.40 6,758.40

總額 97,575.34 6,841.40

結餘(HK$)

銀行存款 88,599.44

零用現金 2,134.50

總額 90,733.94

流動資產

編輯委員會名單
莫永佳先生、郭秀娥女士

許吉隆老師、趙  惠老師

校園花絮

家長講座

廉政公署話劇宣傳

畢業盃班際籃球賽

捐血日

綠色校園頒獎禮

歌唱比賽

支援小組

校長、老師、各位家長和同學你們好！

本人是家長教師會委員之一，亦是本年度「家教

會支援小組」聯絡人。小組希望藉著這個溝通平台，

讓有需要的家長得到支援，家長亦能在平台上彼此分

享子女在學校的生活和學習情況。每當遇到有困難的

家長，支援小組亦會主動去支持和鼓勵對方，並分享

一些家長的經驗，讓有需要的家長能解決問題。

在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九日，是第一次「家長支援

小組」與家長見面，本小組很榮幸能邀請到李牧師、

張校長、家教會主席莫先生以及湯老師一同出席，當

日張校長為家長們分享了「麥克阿瑟為子祈禱文」，

李牧師亦為我們分享了教養孩子的心得和經驗。最後

家長們在互相分享的環節中，交流了與子女關係的轉

變，亦有很多家長覺得學生在學習態度上有了很大的

進步，這些都是大部分家長的心聲。

最後，想用一句箴言作為引結：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

偏離」箴言22章6節

陳惠儀女士 (2A 鄧上豪家長)



常務委員會名單

主 席：莫永佳先生

副主席：胡美玉女士 施婉儀副校長  

司 庫：楊妙儀女士 陳建業老師

文 書：陳卓芳老師

委 員：郭秀娥女士 馮慧嫻女士 陳惠儀女士 

  陳惠玲女士 葉樹華副校長

  羅惠金助理副校長

  趙 惠老師 麥煥枝老師 許吉隆老師

主禮嘉賓陳惠良先生(中)、校長(左四)、
主席莫永佳先生(左三)、

副主席：胡美玉女士(右四) 與全體委員合照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地址：柴灣翠灣邨翠灣街      電話：2560 5678      傳真：2886 5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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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教 師 會 會 訊

在李福慶中學大家庭，一年一度的英語音樂劇、
每年被資優教育學苑認證的資優生、屢獲獎項的環保
教育項目和綠化校園設施、不單基於基督精神，亦融
合了「啟發潛能」的教育理念的關愛文化、為社區的
各項服務及推至外地的交流活動等已成為我們一年一
年地承傳下去的活動，更漸漸地建立了我們獨特的文
化。

文化必需是很多人認同的；
文化是共同的人所認為有價值的；
文化是大家都願意傳承下去的。

擇善固執、承傳文化，是我們作為教師或是家
長們須持守的。我們需要堅持培養下一代有正確的
人生觀和價值觀，並且要持守我們李福慶中學的核
心價值：自尊自重、良善和恩慈、滿有盼望、學
養、遠大的眼光、誠實可靠、自發自勉、樂於服
務。承傳我們對學生的關愛，讓學生不單在學習上
有所成長，亦在各方面的潛能得以發展；欣喜我們
的學生在父母和師長們的教導下，於學術、領袖才
能、社會服務、保育、藝術及體育各方面均有出色
的表現。

祝願大家能擇善固執地讓孩子走正直的路，就是他們到老也不偏
離，更能把李福慶中學的文化傳承下去，結出聖靈所結的果子：仁愛、喜樂、和平、忍
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張翠儀 校長擇善固執、承傳文化



在家長教師會（以下簡稱「家教會」）再次當上主席，感覺責任重大，
回顧過去三屆在家教會的工作，感覺個人貢獻微薄，幸好得到其他委員之支
持，家教會的運作才得以順利進行，本人亦相信今後家教會之力量將愈來愈
大，家長之間亦見更團結。

回想去年，本人母校有一位已退休的老師，她由國外回港探親，期間很
多母校之校友邀請她聚會，其中一次，約有一百五十多位校友為這位老師舉行
晚宴，當晚，很多校友歡喜地、踴躍地與這位老師交談及拍照，這位老師也能
很快認出某某校友之姓名乃至某某校友以前的歷史，師
生之深厚友誼，不言而喻。

這位老師獲得的尊重及款待，不是一天兩天的成
果，乃由於她數十年於同一間中學為教育作出的貢獻。

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需要老師的
大愛及犧牲，才有刻苦備課和對學生的悉心教導，教
育需要家長的配合及支持，才能讓學生健康成長和健
康學習，久而久之，教育凝聚的力量便會巨大澎湃，
更能釋放燦爛的光華，開出鮮豔奪目的花朵，結出豐
盛飽滿的果子。

期待家教會能繼續成功地凝聚老師及家長的力
量，粒粒幼沙可填出大地，涓涓細流亦可成就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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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週年大會暨就職典禮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日舉行，
是日六時半大家先在禮堂略進茶點，讓家長們可以趁機與班主
任傾談子女近況，及與其他家長認識、交流一下，真是一舉兩
得。

當晚大會程序由1A高芊樺、1B鄭華麒、阮家杰及1C霍祉均
四位同學擔任司儀，他們以天真活潑的手法先後歡迎了蒞臨的
家長，又介紹了主講嘉賓陳惠良先生，令場面充滿愉快氣氛。

主講嘉賓陳惠良先生是香港首位獲得國際認可資格的
「腦基礎學習」及「心智習慣」培訓導師，他就以「以腦科學
為基礎的教與學」為題，向大家介紹如何可以提升課堂教與學
的有效方法。他講來活潑生動，風趣幽默，他更擅長於激勵鼓
舞人心，令大會生色不少，聽眾亦獲益良多。

在會員大會上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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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委員，相信定會為
會務工作增添更多動力。

本會傳統是將大會程序交由中一同學擔任司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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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教師會第十一屆會員大會暨就職典禮」及  專題演講

主席(左一)與多位中港教授學者合照

大會投票順利

我們一致贊成
陳先生(左)校長(中)與
主席莫先生(右)合照

當晚幾位出色的小司儀

陳先生頗能取得回應

2A 劉迪文
 今年我和爸爸一起參加學校舉辦
的親子師生二人三足慈善競技賽，在
過程中，我發現不同階層的人，只

要知道籌款是幫助一些有需要的
人，大家都很樂意捐款，在籌

款過程當中亦感受到人間有
情，希望籌得的善款可

以幫忙有需要的
長者吧。

慈善跑
2B 陳穎欣
 我很開心媽媽在陸運會那天抽空跟我一起參加
親子師生二人三足慈善競技賽。這項活動目的是為了
籌集善款幫助一些獨居長者購買平安鐘。雖然我籌集的
善款不多，但我也希望籌到的善款$6758.40，捐給
「長者安居協會」後，可以幫助有需要的獨居長者購買
平安鐘。
 在這活動中，我體會到遊戲的難度，完成整個
賽程是要講求默契，在賽事中讓我知道我和媽媽

的默契不太好，為什麼我這樣說呢？原因是
當其他同學和他們的家人到達終點的時

候，我們才走了一半路程。雖然我
們是最後一隊到達終點，但我

們很開心，因為能完成
整個活動。

莫永佳



2012年11月16日，聖公會李福慶中學的學生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進行首屆
學生會選舉。全校學生熱烈參與投票，在過程中體驗了民主選舉的歷程。

體驗民主選舉歷程
師生均表示支持第一屆學生會選舉，6A班杜文俊說﹕「想給予師弟妹支

持與鼓勵，所以一定會支持首屆學生會選舉。」有學生希望能透過一人一票
方式選出學生代表，除了希望能幫助他們爭取福利外，更希望他們能成為學
校與同學之間的溝通橋樑。投票當天，學生會內務副主席吳勵妍表示，她會
勇於面對勝負，並希望能當選後，盡力為學生會工作，為學校服務，她說：
「不論成功與否，我們也盡了最大的努力，努力過便無悔，希望我們有機會
為同學及學校服務。」

 
「你所想，我所做，Pyramid為你圓夢」首屆學生會成立

經過一輪的宣傳、提問大會和投票，PYRAMID內閣以567信任票當選，
佔投票人數75.7%。談到成功當選，PYRAMID內閣表示除了要多謝顧問老師
的幫忙外，亦要多謝同學們的支持。當選後，定會遇到很多困難與挑戰，學
生會主席5B班殷曉媚說﹕「我們會盡力兌現競選承諾，學生會工作範疇廣
泛，我們會學習分配工作，希望在學生會務及學業中取得平衡。」

溝通與承擔的結合，共同推動學校發展
本校第一屆學生會於創校十七載的今天正式成立，師生皆充滿期望。張

翠儀校長期望學生會能在學生與學校間搭起良好溝通橋樑，多與老師及同學
溝通，張校長說：「學生會應該多與學生及老師溝通，衡量政策方案是否可
行，為同學發聲、與學校協調，發揮學生會真正角色！」

「體驗民主選舉」－小記者採訪
2A 劉迪文 李伯岐 郭志明

分享的信息

1A 蕭潔柵家長
希望小朋友能更有責
任心、上進心，努力
做好一個中學生。

1D 盧海琳家長
海琳升中後，很快已適應中
學生的學校生活，每天也主
動做功課，唯溫習方面尚欠
積極，對於成績結果也未能
太重視，希望孩子可以加倍
努力，用功讀書。

1D 甘文軒家長
希望小兒在升中後，能在學
校裡找到新同學，成績亦有
進步，在新校園裡，希望在
往後的日子裡，老師們能多
多教導犬兒，感謝。

1D 吳澤森家長
希望孩子認真上課，努
力讀書，和同學相處和
睦，更希望孩子學會尊
敬師長，孝順父母。

1D 劉淑晶家長
女兒升上中一後，開
始學會自己處理難
題，當上班長後，女
兒在各方面都有進
步，但希望她能學會
多與人溝通。

1C 卓寶茵家長
還記得當我帶女兒來報
名的那一天，學校門口
站著幾位有禮貌又友善
的學生大使，掛著親
切的笑容迎接著中一生
報到，那時我心想：這
些學生在老師耐心的教
育、指導、培養下，才
能有這樣充滿自信的
表現。

1C 謝倚靜家長
看著女兒由小學生成
為中學生，我的確
非常擔心她的適應能
力，但隨著女兒入讀
李福慶中學後，她會
跟我分享校園生活，
從她愉快的笑聲中，
我的擔心也跟著一掃
而空了！

1B 陳庚潁家長
諸葛一生惟勤慎，呂端大事不糊塗。
行事莫將天理錯，立身當與古人爭。
至性至情得天厚，實心實政感也深。

1B 潘偉賢家長
孩子！努力學習！
加油！加油！希望
有朝一日能成為
社會之棟樑。

1A 黃栢樟家長
希望孩子能發揮潛
在能力，展現出毅
力和奮鬥心。

1A 李曉翎家長
我家孩子升中後，發現她
比小學生活得更開心，多
謝老師悉心照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