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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專輯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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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化雨十五年，聖公會李福慶中學的教師一直以愛育苗。昔
日的 「樹苗」 現已茁壯成長，更結下纍纍碩果。該校學生在德、
智、體、群、美及靈育各方面都有均衡發展，並傳承學校的關愛
精神，關心社會、貢獻社會。
位於柴灣的聖公會李福慶中學創辦於 1996 年，籌辦期間得蒙社會賢達、本港殷商
李福慶先生慷慨捐助全部開辦經費，玉成此舉。聖公會同人曷勝銘感，故決議將學
校命名為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以表謝忱。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本著基督捨己服務的精神，提供全人教育，鼓勵學生積極進
取，關懷及貢獻社會，成為社會棟樑及優秀人才。過去十五年，
該校取得無數令人欣喜的成果，且獲得
各界肯定。

▲ 1998 年由鄺 廣傑榮 休大主 教（右
七）及 李福慶 伉儷（ 右五、 六）主 持
獻校禮

長及校監
三、四）與歷任校
▲李福慶伉儷（左 左起）潘梁學賢校長（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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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長
校
正
德
起）戴
監鍾嘉樂牧師。
（現任校長）及校

名人匯聚 碩果纍纍
來到二十一世紀，學生不但需要專門知識，更需具備廣闊視野。聖公會李福慶
中學經常邀請社會賢達及界別翹楚，與學生分享寶貴的意見及經驗，以啟發學生
思維，並建立更遠大的目光。本學年，學校先後邀請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與學
生討論本港的政制和社會發展；著名導演高志森闡述如何從生活中培養創意及於
表演藝術中發揮創造力；立法會議員梁家傑分享了鍛煉批判思考的心得；香港中
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以他的個人經驗，教導學生如何為將來作好準備。

▲▶校方經常邀請名人到訪學校，
與學生分享人生經驗及意見。嘉賓
包括：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著
名導演高志森、立法會議員梁家
傑、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
及楊鐵樑爵士等。

全方位綠化 推己及人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成功地推行綠色教育，師生
身體力行實踐環保。學校善用港燈清新能源基金
的資助，建設可再生能源設施，以行動教育學生
節能減排的重要性。學校先後獲得 「2009-2010
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金獎」 、 「第八屆香港綠
色學校獎」 、 「環保卓越大獎中學組優異獎」 多個獎
項。此外，學生更把環保信息推展至社區，例如為小
學生設計校內綠色生態遊，為社區人士舉行有機植物
義賣，讓學生為社會作出貢獻。

▲關愛學生、熱心教學
的教師團隊

▶培育學生成材是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教師的
使命。（前排左起）施婉儀副校長、張翠儀
校長及葉樹華副校長；（後排左起）韓汶珊
助理副校長、顏婉瑩助理副校長、王庭軒助
理副校長及李文慧老師。

以人為本 彰顯主愛

持續增值 屢創佳績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透過多元化教學及
跨科課程整合，將課堂的知識理論在生
活中應用，不斷提升學生的學術成就。
連續數年，學生的公開考試成績表現理想，尤其中文、英文、數學核心科目的正
增值佳績，體現了學校的教學方針及學生努力的成果。

英語提升 有目共睹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透過各式各樣刻意安排
的活動，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果，英語培訓更
是該校的重點項目。學校銳意營造英語學習
環境，讓不同級別的學生在不同場合接觸及
運用英語，活動包括一年一度的英語音樂
劇，本年度的校慶音樂劇《阿拉丁》已一連
兩日在校內公演。五年來的演出成功，每名
中二學生為大家展現了教育的真義，令所有
來賓、師生印象深刻。流麗的對白、動聽的
歌聲、投入的演出，帶領全校學生進入一個
全英語的世界。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本著尊重、信任及樂觀
的啟發潛能教育精神，刻意安排不同的學習環
境和經歷，讓學生參與其中，發揮潛能，本年學
校更獲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 大獎。該校亦著
重基督化全人教育，除了灌輸知識，更透過多元的
活動及宗教教育課程讓學生擴闊視野，透過義工服
務的實踐及反思，來體驗信仰和正確的價值，更以
訓輔合一的精神，情理兼備地訓育學生，建立簡樸而
優良的校風。學校同時不斷為學生提供走出校園的機
會，關心社區、社會、國家以至世界，學生的足跡走
遍內地、日本、
德國、澳洲等
地。學校近年不
斷與大專院校及
不同組織聯繫協
作，務求達至更
深更廣的效益。

十五周年校慶活動

回顧及預告
▲師生參與千人盆菜宴，共賀 15 周年
校慶。
舉辦時段
2010 年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2011 年
1 月至 6 月

◀ ▲ 自 2007 年 ，
聖公會李福慶中
學全體中二生每
年都會演出英語
音樂劇。今年以
《阿拉丁》為劇
目，無論服裝及
道具，都由學生
一手包辦。

2月

▲學生跨越地域，
到內地教授英語。

3月
4月
7月

．齊心齊拍照
．陸運會場刊封面設計比賽
．校慶班際球類比賽（至 2011 年 5 月）
．中、英標語創作比賽
．校慶陸運會
．校慶班際壁報設計及口號創作比賽
．名人講座系列（至 2011 年 6 月）
．班際跳大繩比賽
．愛心捐血日
．音樂比賽及公益金便服日
網上校慶紀念特刊
．千人盆菜宴
．英語音樂劇
．小學數學及創意解難邀請賽
．全方位學習日
香港東區小學數學資優培訓課程
綜合晚會

學校得獎項目舉隅
▲學校榮獲國際
啓發潛能教育學
校大獎

資優教育 潛能盡顯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近年積極發展資優教育，讓學生潛能盡顯。過去三年，學校共
有二十七名學生憑著在數學、科學、人文科學以及領袖才能四項範疇的優秀表現，
獲香港資優教育學院認證為資優學生，接受專門培訓。該校亦積極參與 「澳洲數學
公開賽」 及 「香港科學青苗獎」 等公開
比賽和校外培訓計劃，更有學生獲選前
往深圳，參加奧林匹克數學協會舉辦的
「華夏盃」 ，與來自內地、香港、澳門
和台灣的數學好手切磋。
學校亦將資優教育元素引入校本課
程，由具有資深資優教育經驗的教師編
寫課程，並經教育局採納為教材，在校
內展開培訓。另外，更將資優教育推廣
至校外及社區，其中與香港資優教育學
院及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合辦的 「東區小
學數學資優培訓課程」 ，吸引了二十間
▲學生出席資優教育學院迎新日
小學參與，成果顯著。

活動

◀師生共同
綠化校園

持續優化 蓄勢飛騰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創校十五載，張翠儀校長表示，校
方會在新高中學制下，繼續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讓學
生的學業成績持續攀升，同時關注學生的全人發展，讓
學生的亮點盡現。
張校長更欣喜一群關
愛學生又熱心教學的教
師團隊，群策群力，師
生同心，實現本學年的
口號： 「持續優化、蓄
勢飛騰！」

．國際啓發潛能教育學校大獎
．2010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科學青苗獎
．2009-2010 中學生統計習作比賽 全港十佳統計專題研習獎
． 「馬拉松 101 小記者」 計劃 「編輯推介報導」 大獎
．2009 至 2010 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 金獎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第八屆香港綠色學校獎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2010 環保卓越大獎中學組優秀獎
． 「創新能源項目」 設計比賽 應用獎
．海洋公園保育基金攜手保育生態獎勵計劃 金章
．The H.K. & Southern China Schools English Writing
Contest 2010
．社會福利署義務工作嘉許狀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0-2011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傑出學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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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地址：香港柴灣翠灣翠灣街
學校類別：津貼男女校
辦學團體：聖公宗（香港）中學委員會有限公司
校監：鍾嘉樂牧師
校長：張翠儀
電話：2560 5678
傳真：2886 5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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