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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專輯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屢獲殊榮
學生赴美領獎分享 啟動潛能 經歷成功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自 2006 年起，將啟發潛能教育（IE）理念帶進校園，給學
生更多機會參與，甚至讓學生帶領校內活動，把機會留給每名學生，成效顯
著。該校多年來屢獲殊榮，先後獲得 「國際啟發潛能學校獎」 、
「2011、2013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成就大獎」 ，4 名教師和 3 名學
生亦分別榮獲 「傑出教師」 及 「優秀學生」 獎。校方今年首次安排師
生一同出席美國的頒獎禮，成為香港唯一有學生出席頒獎禮的學校。
▼一年一度的英語
音樂劇演出，圖為
去年的
劇目《Footloose
》。

合辦 「香港聖公會東區
▲學校與聖公會主誕堂
長者合作繪畫。
生與
長者學苑」 課程，學

愛學求進 展現亮點
▼關注環保的李樂詩博
士（左）親臨學校，向
高中學生宣揚珍惜水資
源的信息，並接受校長
張翠儀頒發的感謝旗。

IE 已 成 為 聖 公 會 李 福 慶 中
學文化的重要一環，今年學
校以 「愛學求進，展現亮
點」 為主題，將 IE 理念滲透

▲聖 公會 李福 慶中 學屢 獲美 國 IAIE
頒發 啟
發潛能學校大獎，張翠儀校長（左四
）特意
派出學生代表羅建新（左五）及賀歡
妮（左
三）親身領獎，讓學生大開眼界。

於教與學之中，積極提升學
生的學術水平。校方致力融
匯 IE 的 5P 理念，包括 「過程」 （Processes）、
「地方」 （Places）、 「課程」 （Programs）、
「 政 策 」 （Policies） 及 最 重 視 的 「 人 物 」
（People），強化校園的學習氛圍。
校園四周範圍貼有學生學習心得分享、課室及

▲科學大
匯演，學
生從遊戲
及實驗中
學習科學
原理。

▲校方首次安排學生到美國領獎及交流，獲益良多。
（左起）學生羅建新、IE 始創人 Dr. William Purkey、
葉日成老師、莊少靜老師及學生賀歡妮。

手冊亦印有名人學習金句，提醒學生 「學無止

▲奧運乒乓球金牌得主王楠（右三）與及 「全國德藝
雙韾電視藝術工作者」 丁柳元（右四）親臨該校演
講，鼓勵學生走出夢想之路。

境，開卷有益」 的道理。學校設有圖
書館、研習室、英文角及校園電視錄
播室等，為學生提供寧靜舒適、配套
充足的學習環境。

認為 「人」 是教育過程中最重要的元素。學校重

多元活動 擴闊視野
啟發學習潛能

視家校合作，與家長攜手培育學生。家教會舉辦

學校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讓學
生 「樂於學習、勇於學習」 ，並得到

學習及溫習策略家長分享會及腦基礎學習家長會
等，讓家長了解子女的學習需要，適時提供支
▲李福慶大使親切地向由美
國來港的嘉賓，介紹學校的
IE 發展情況。

援，使學生學習更有方法更有效益。學校也特意
於各級挑選學生擔任 「李福慶大使」 ，提供社交

赴美參加頒獎禮師生心聲
早前國際啟發潛
能

教

育

聯

盟

（IAIE） 在 美 國 舉
行頒獎禮及會議，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派出師生代表領
獎，亦特意安排兩
名 「李福慶大使」

▲學生發揮創意，製作校園電視台
節目。

禮儀及餐桌禮儀培訓課程，除了讓學生於校內服

周及不同學術考察，當中包括大型英語音樂劇、

在啟發學生學習潛能方面，學校特設資優教育

學童。社會服務組亦舉辦 「東區長者學苑」 ，將

中英文周、數理周、科學大匯演、通識周、文商

組、種子班、拔尖課程、英文及數學能力提升班

啟發潛能教育的關愛精神延展至社區及社會不同

周、宗教周、史地及生物考察、海外交流活動

等，栽培學生以發展學術潛能。為加強初中

等，令學生活學活用知識，在過程中領會學習的

學生的英語培訓，該校於數學、通識、地

的中四學生賀歡妮

樂趣。

理、歷史、綜合科學及綜合歷史科等課程中

表示，親睹美國人

加入不少於 15%的英語元素，讓學生更全面

的精彩演說，實在

學習及應用英語，以銜接高等教育課程，為

獲益良多， 「他們

升學就業奠下良好基礎。學校特設多元發展

演說期間會與觀眾

獎勵計劃，鼓勵學生在學術及體藝等範疇積

互動甚至玩遊戲，

極挑戰自己，力求突破，勇創佳績。

觀眾笑聲不斷，場

全人發展，同時建立良好品格及積極
正面的價值觀。各學科每年舉辦學術

家校合作 提升學習效能
▲澳洲珀斯暑期遊學團

啟發潛能教育特別注重 「人」 （people），

務，更參與 「乘風航伙伴計劃」 ，學習照顧智障

在會議上介紹學校在啟發潛能的工作，是香
港唯一派學生出席的獲獎學校。

學生賀歡妮：獲益良多
代表學校到美國

階層。

▲校方自設教
材，教導學生學
習技巧。

▲學生向外國參加
者介紹學校
推行 IE 的經驗

▲中四女學生賀歡妮在國際會
議上向嘉賓分享學校的 IE 發展

面熱鬧。我除了學
▲學校設有尖子班，助學生發揮
潛能。

到演講技巧外，與外國人的接觸，也學會很多實
用英語，而且對西方文化也有更深的了解。」 她
認為，學校提供了很多機會，讓學生了解自己的
興趣及潛能， 「正如我有機會參與學校音樂劇，

張翠儀校長：啟 動 學生學習潛能

才知自己原來對音樂劇很有興趣，很感激老師的
賞識，我有幸當上女主角呢！」

學生羅建新：自信心增

校長張翠儀表示，是次由學生代表到美國

劇，台前幕後崗位均由學生擔任、社區及義

領獎及演說，能讓學生親身將自己在學校的

工服務由學生策劃活動，而開放日多項活動

「啟發潛能」 以至如何 「啟動潛能」 的體

亦由學生負責，加強學生與區內家長及友校

代表學校演說， 「我未試過在外國人面前演說，

的聯繫。

這次更是國際級的會議，我學懂了與外國人溝通

驗，與不同國家的得獎學校分享，更讓他們
發揮主動積極的領袖角色。

另一名學生代表羅建新指出，最難忘的經歷是

的技巧。昔日的我很害羞，這次經驗令我的自信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將繼續在啟發潛能的 5P

張校長強調，透過彰顯主動積極的精神，

基礎上，讓學生啟 「動」 在不同學科的潛

不單能展現學生的領袖才能，更使他們在活

能，主 「動」 學習、主 「動」 參與，在自主

動中擔任主導角色：一年一度的英語音樂

學習上，讓學生的學業成績持續攀升。

心增加了。」
▲校長張翠儀希望發掘學生的領袖才能，讓他們在活
動之中擔任主導的角色，培養主動參與的精神。

莊少靜、葉日成老師：美教師注重互動
一同到美國出席頒獎禮的莊少靜老師和葉日成
老師表示，美國的老師對學生情理兼備，一方面
嚴格要求學生自律，另一方面又會設計多元互動

活動預告

的教學活動，以吸引學生的注意，投入課堂。這

開放
日

日期：2014 年
3 月 20 至 21 日
（共四場）
地點：學校禮堂
劇目：《Big, The Musical》

英語
音樂
劇

些經歷啟發老師，要從一個授業者變成培養學生
自律學習的啟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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