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膳試餐會 2016 暨廠房實地參觀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陳建業老師
本年度的試餐會已經在 6 月 28 日首個對卷日中午於禮堂舉行，當日共有 8 間供應商應邀參與，亦有近 70 位家長、
老師及同學出席為飯盒評分和提供意見。經過分數統計和整合後，選出最平均表現的為「帆船美膳製作有限公司」。
在 6 月 30 日我們一行 9 人包括家長、老師及同學代表，前往位於新界大埔汀角路的廠房進行
實地參觀，從而了解公司生產飯盒的製作流程及廠房之衛生情況。在各方一致滿意下，我們向校
方推薦「帆船美膳製作有限公司」為我校 2016/17 的午膳飯盒供應商。
在此要感激各位家長 ( 特別是家教會的正副主席 ) 在整個甄選過程曾作出的種種協助，亦
歡迎各位家長繼續跟進同學們的飲食健康和營養事宜。

老師和學生們正忙於評分

全副裝備參觀廠房

陳桂萍女士
(6A 譚曉琦家長 )：

我覺得帆船公司擁有先進完
備的機器如明火煲飯機，能
為學生製作不同的飯餐，種
類豐富和味道合宜，食材每
日為學生新鮮烹調，加上公
司廠房環境衛生都不錯，讓
孩子們吃得健康，作為家長
的亦倍感放心。

我非常高興能夠得到學校邀
請前往大埔參觀帆船公司廠
房。帆船公司不僅有龐大的
獨立廠房，更有完善的生產
系統，在環境衛生方面都非
常專業，尤其是飯餐方面品
種繁多，更有明火爐具煮菜
和烤雞翼等，相信同學們來
年必有美味可口的午餐可享
用了。

試餐中

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財務報告
(1/2/2016 至 15/7/2016)

承 31/1/2016 結餘

支出
(HK$)

61,838.14

學校開放日茶座攤位食物
(5/12/15)
親子旅行 (20/3/16)

1,830.00
7,000.00

後補會費 ($30 x 7 人 )

15,620.00

1,462.00
2,235.00

2,235.00

資助澳洲開恩茲暑期遊學團
($2,000 x 3 人 ) (2-12/7/16)

6,000.00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書券
(2/7/16)

9,312.00

總額

71,283.14

第一名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中國語文科
1A 張俊傑
2A 劉潮霖
3A 甄翠怡 葉慧儀
4A 梁慧姍
5A 林潤琦
6A 邱泳銣

英國語文科
1A 謝心妍
2A 劉潮霖
3B 曾䕒潁
4A 楊俊謙
5A 林潤琦
6A 陳冠丞

數學科
1A 張俊傑
2A 李寶茵
3A 羅杰朗
4B 陳錦燦
5A 周陽丹
6A 彭嘉俊

通識科
1A 張俊傑
2A 劉潮霖
3A 羅杰朗
4A 梁慧姍
5A 林潤琦
6A 陳冠丞

中、英、數、通識科進步獎

210.00

母親節鮮花義賣
(3-6/5/16)
母親節鮮花義賣善款
轉送明愛向晴軒

家教會獎學金名單 2015-2016
中、英、數、通識科第一名

現金結存和
收入 (HK$)

事項

進步獎
中一級
中二級
中三級
中四級
中五級
中六級

中國語文科
1B 管晴欣
2A 黃銘麒
3A 甄翠怡
4D 朱煒橋
5E 尹家文
6D 麥晉豪

英國語文科
1A 陳晞翹
2A 盧橋康
3B 楊迪泳
4D 朱煒橋
5C 黎汶軒
6D 麥晉豪

數學科
1B 管晴欣
2A 劉穎妍
3B 黃夏雨
4C 劉家豪
5C 黎鎮杰
6B 王澤坤

結餘 (HK$)
32,209.44
2,614.70
34,824.14

校園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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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科
1A 陳晞翹
2B 施栢煒
3C 廖家杰
4C 丁慈茵
5E 尹家文
6B 葉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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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8 月

福慶樹人二十載，承傳主愛創未來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第 20 屆畢業典禮已於 2-7-2016 圓滿結束。典禮
由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總幹事李正儀博士 JP 主禮及致訓，勉勵畢業生持
守價值觀，不要太受身邊事物影響，要堅持對天、對人、對事存有尊敬的
心，且要突破自己，才能突破人生的限制。李博士鼓勵學生自己創建前路，
任何時候也不要失去自信，要多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從中積累智慧及經
驗以達致成功。
校長張翠儀報告校務，總結學校一年來的教育成果。適逢創校 20 周
年，學校舉辦了多項大型慶祝活動，包括校慶開放日、福慶滿堂盆菜宴、
英語音樂劇《美女與野獸》、校慶綜藝晚會等，全校師生、家長、校友、
中小學友校校長及師生、社會賢達及區內人士，一同見證學校的纍纍碩果。
校長強調教學質素至為重要，本年以「加強課堂互動以提升分析能力」
為課研焦點，全年進行多次公開課、科主任公開課與評課、主題式共同備
課、課後分享及研討，透過同儕間的專業交流提升教學質素。另外，歷史
科及通識科參加了教育局的校本支援計劃，優化教師的教學技巧與教材設
計。學校又透過海外交流、資優教育、綠色教育等，為學生提供多元的學
習模式，更協助中一至中六級學生進行生涯規劃，帶領學生「探索自我」、
「體驗大學大專生活」、「體驗職業」、為學生進行個人生涯評估及升學
輔導等，讓學生更了解自己的興趣、能力和志向，更自信地計劃未來，開
創美好人生。
授憑及頒獎後，2 位畢業生代表分別以英文及中文致辭，字裡行間深
深地流露出對母校的不捨、對家長的感激、對同學的愛護之情。典禮最後
以播放全年活動花絮作結，學校透過校園點滴回顧帶出對畢業生之無限祝
福，場面溫馨感人，典禮亦隨着笑聲與熱淚結束。

家長選舉事宜

李正儀博士 JP 授憑給應屆中六畢業生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榮獲「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 - 學校成就
大獎 2015」

常務委員會名單
姚濬哲副校長

36,459.00

流動資產
銀行存款
零用現金
總額

蔡明欣女士
(2A 林熙垚家長 )：

家長教師會會訊

班際籃球賽

二十週年晚會

教師發展日

港 鐵 站 展 出 本 校 視藝展覽
視藝科學生作品

2016 年 9 月及 10 月將舉行法團校
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及第十五屆家長教師
會家長委員選舉，家長可參選家教會委
員促進家校之間的聯繫及溝通，建立夥
伴合作關係，透過家校緊密合作，共同
促進子女在學業和身心各方面健康成長，
而參選家長校董更可與其他校董共同規
劃學校的發展策略，以實踐學校的抱負
及教育目標，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因
此，誠邀家長屆時積極提名參選人或自
我提名為參選人，期望得到家長更多支
持，協助學校發展。

本年度家教會常務委員會全體委員合照

主席：
副主席：
司庫：
文書：
委員：

主席致送紀念品給即將
離任的教師及家長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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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的話

親子旅行
馮慧嫻女士 (2C 高兆鏗家長 )

時間飛逝，轉眼已經到學期完結的時候。在過去的日子，能成為家長教師會主席及家長校
董，我實在心存感恩！感謝盧校監、張校長、各位校董、各位老師、家長和同學的支持及接納，
還有家長教師會的團隊的合作，特別感謝副主席陳惠玲女士。在這段日子，我與家教會各委員
同心協力，為着家長教師會作鹽作光！他們所付出的給予我力量和鼓勵，令我有勇氣面對！以下
是我今年與聖公會李福慶中學以及家教會一同經歷的點點滴滴：
二十周年校慶活動
2015 年 12 月 5 日是開放日，學校邀請到資深傳媒
人鄭丹瑞先生，與家長分享「如何與孩子同行」，家教
會設有「輕談淺嚼」茶座，我與另外幾位家教會委員向
蒞臨參觀的家長和同學，介紹本校的文化及教學理念。
2016 年 2 月 19 日學校舉辦了「福慶滿堂盆菜宴」，
看見全校師生濟濟一堂，温情洋溢，我感受到師生彼此
關愛，有着一家人的感覺，大家的臉上都充滿喜樂！感
謝主！
2016 年 3 月 3 日，在期待已久的音樂劇「美女與野
獸」中，華美衣著服飾令人眼前一亮，歌舞躍動，更令
人目不暇給！還有 6 月 30 日「二十周年校慶綜合表演晚
會」，當晚節目同樣精彩，師生同為這豐盛的二十年歡
欣感謝！

4B 張進浩
大家好，我是本年度學生會 Triangle 的會長 4B 班張進浩。本學年，我有幸成為學
生會的一員，協助學校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例如在母親節期間舉辦的康乃馨義賣活
動。
是次活動除了訂購花朵之外，其他事務皆由學生會一手包辦，事前，我們先把訂購
表格分發予各班同學，以及有興趣的老師，在接下來的一連多日，學生會九位幹事分
批於午息及放學時間，在禮堂門前收取訂購表格及費用。在分發康乃馨的前一天，我
們特地在放學後，到家政室包裝花朵，及處理好收到的費用。到了派發康乃馨的當日，
由於高年級同學需要到禮堂參與早會，故此我們把花朵分發給低年級同學，待高年級
同學的早會完結後，再把花朵派給高年級的同學。
是次活動令我獲益良好，令我明白到舉辦一項活動的難處，由其當活動涉及金錢，
我們必須好好保管老師同學購買康乃馨的款頂，並且進行核算，確保沒有任何遺留。
另外，看到老師同學收到花朵後滿足的樣子，及能夠將款項捐到慈善機構，幫助有需
要人士亦讓我感到十分鼓舞。

主席陳惠儀女士
由於家長教師會將資助學生到海外交流，今年我和
副主席陳惠玲女士獲邀與申請資助的學生面談及交流心
得。同學們透過參加本校舉辦的交流團，
能夠學習不同地方的文化和體驗生活，
增廣見聞，也能提升語言能力。其中三
位參加本年度「澳洲遊學團」的同學獲
得家教會資助，未來家教會仍然繼續資
助學生參加海外交流團，在此鼓勵同學申
請，盼望你們都有難忘精彩的經歷！

家教會主席陳惠儀女士與
副主席陳惠玲女士在中一
新生註冊日招募家長義工

義賣康乃馨活動

本校家長委員與東區家
教聯會同寅合照

周 年 校 慶 開 放 日， 資 深 傳 媒
人鄭丹瑞先生分享家長教育講
座「如何與孩子同行」

我近兩年都沒有參加學校旅行，今次有機會可以與一班家長一齊參加學
校旅行感覺非常開心。當日一早回校點名後九時出發，第一站是大棠有機生
態園。荔枝山莊位於新界元朗區大棠，集農莊和遊樂園於一身，大棠荔枝園
內既有一個私營港式 BBQ 樂園，又一個士多啤梨園。場內設施頗具心思，除
了天然瀑布、荷花池、園林美景外，還有一個小型動物園，遊人可近距離接
觸鴕鳥、山羊或野豬等。離開的時候，有些家長買了很多當地的有機蔬菜回
家。
第二站是錦田紅磚屋，我第一次到這個地方，覺得這裏很有特色。錦田
紅磚屋是一個位於元朗錦田的跳蚤市集，錦田紅磚屋內有 50 多間小店舖，售
賣各式各樣的家居擺設、古董傢俬、精品飾物、藝術作品和植物花卉，另有
多間食肆以及咖啡茶座。錦田紅磚屋可算是香港現時最具規模及最有歐洲市
集風情的跳蚤市場，參觀的時候我與其他家長到了一間售賣天然養生食品的
店鋪，在那裏停留了一陣，買了一些食品離開，才起程到第三個站馬草壟。
落馬洲邊境禁區獲解封，包括馬草壟村、料壆村、得月樓村、
信義新村，落馬洲村及下灣村等六個村。因時間關係，導遊帶了大
家在外圍走了一圈，遠望邊境禁區那道橋，然後帶我們去吃十二
元任食豆腐花，那裏的豆腐花非常好吃。臨離開之際，很多家
長及老師都在這裏買了不少當地特產帶回家。歡樂的時光過得
特別快，大家都滿載而歸，期望下一次同樣愉快的旅程。

海外交流津貼

陳惠儀女士

20

委員參與東區聯會課程

小組活動，煮日式燒餅

本校委員藉著與東區友 參與黃重光博士之講座
校春茗，交流及分享工
作心得

本校其他活動
在 7 月 2 日畢業禮中，坐在台上看到畢業生領取畢業
証書時，我的心情十分激動。聽著致畢業謝詞的學生回顧
在校六年的點滴，抒發將踏上人生另一個階段的感受，我
心裏默默祝福他們前程無限。
7 月 7 日至 8 日是中一新生註册的日子，本人和副主
席一同出席，歡迎新家長、同學成為本校一份子，與他們
分享學校文化、學習理念，邀請他們加入家長教師會義工
行列，實踐家校合作、互相溝通、打破隔膜！
在 7 月 11 日結業禮上，看見許多老師獲頒發長期服
務獎，我才知道原來有差不多四十位教師在本校任教超過
10 年，還有另外十幾位任教了 20 年，真的不可思議！本
年度還有三位資深老師榮休，場面令人感動！另外在感恩
獻禮上，各班班主任與學生代表一起獻上一顆顆寫上祝福
語的石頭，十分有意義！

各委員出席二十周年校慶盆菜宴

家教會主席、副主席、司庫及家委，
報讀「香港東區家長進修學院 2016 之
Click 進父母心」

家教會家長委員活動
在 2 月份，家長教師會七名家長參加了「香港東
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春茗晚會」。
在 3 月 31 日，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邀請了本校家
長教師會主席、副主席及司庫共進午膳，並邀請本校
家長參觀學院及了解升學課程。家教會盼望明年能安
排更多家長和同學前往參觀。
在 4 月份，我與部份家長委員報讀了由香港東區
家長教師會聯會主辦「香港東區家長進修學院 2016
（Click 進父母心）」的四堂課程，今年特别獲安排參
觀協青社。這個課程令我們獲益良多，眼界大開！
結 業 了！ 感 恩，
感謝神！

家教會主席陳惠儀
女士與張校長在
二十週年馬賽克壁
畫前拍照留影
支援小組聚會

過去一幕一幕的片段，成為我的美麗回憶，令我活出精彩人生，這是我的福氣！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馬可福
音 12 章 30-31 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