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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二 屆 畢 業 典 禮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第二十二屆畢業典禮已於29-6-2018圓滿結束。
承蒙年輕創意發明家星之子陳易希先生BBS蒞臨主禮及致訓，勉勵畢業
生要清楚自己的興趣及個人長處，仔細思考未來的發展路向，而且對學
習要常抱有好奇心。面對失敗時，要堅持不懈；面對讚賞時，要保持謙
卑。陳易希先生鼓勵同學「機會」可以由自己創造，任何時候也要堅信
凡事皆有可能，要多嘗試及堅持實現夢想，這樣成功終會出現。

    校長張翠儀報告校務，總結學校一年來的教育成果。學校舉辦了
多項大型活動，包括開放日、英語音樂劇《綠野仙蹤》、各個學術週
等。校長強調教學質素至為重要，本年以「加強課堂上師生及生生互
動」及「以提問提升學生的分析能力」為關注事項，亦以電子教學  
(e-Learning)  為共同備課的焦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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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續優化學與教策略。另外，資訊科技科、STEM科、生物科、綜合科學科及歷史科更分別獲教育局、香港
教師中心邀請作有效教學示範及分享教學實踐心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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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課室，走出校園」，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更協助中一至中六級學生
進行生涯規劃，帶領學生「認識自我」、「發掘夢想」、「思考未來發展及職業取向」等，更為學生進
行個人生涯評估及升學輔導，讓學生更了解自己的興趣、能力和志向，增加對升學及擇業的認知，為未
來鋪墊，開創美好人生。

    授憑及頒獎後，2位畢業生代表分別以中英文致辭，真摯地流露出對母校的不捨、對家長的感激、對
同學的友愛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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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祝福，
場面溫馨感人，典禮亦隨着笑聲與熱淚徐徐閉幕。

畢業生代表致送紀念品予母校 陳易希先生與畢業典禮嘉賓合照陳易希先生BBS 授憑給應屆中六畢業生

家長選舉事宜

    家教會將於9月及10月分別舉行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及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選舉，家長
可透過自薦或由他人提名參加選舉。成為家長校董可參與規劃學校的發展策略，議決發展項目的優次，
以實踐學校的抱負及教育目標。而成為家教會家長委員可作為家長與學校的橋樑，舉行親子活動及家長
講座，加強家校之間的合作和溝通，共同為學生建立和諧及愉快的學習環境，讓學生身心健康成長。因
此，誠邀各位家長屆時積極參加選舉成為候選人，期望得到家長更多支持，協助學校發展。

家教會
獎學金名單

2017-2018

中、英、數、通識科第一名
第一名 中國語文科 英國語文科 數學科 通識科
中一級 1B 李家寶 1A 明 寶 1A 李錦霖 1A 林曦瑜
中二級 2A 陳芯怡 2A 伍曦陶 2A 吳偉權 2A 陳芯怡
中三級 3B 邢偉霖 3A 樊采瑤 3A 溫俊全 3B 邢偉霖
中四級 4A 劉潮霖 4A 高文軒 4A 湯富森 4A 吳芷欣
中五級 5A 李建鋒 5A 丁蕾茵 5A 李建鋒 5A 李建鋒
中六級 6A 梁慧姍 6A 梁慧姍 6A 梁慧姍 6A 梁慧姍

中、英、數、通識科進步獎
進步獎 中國語文科 英國語文科 數學科 通識科
中一級 1A 明 寶 1B 蔡子聰 1B 魏嘉璐 1C 黎永傑
中二級 2A 黃鈺琳 2A 黃智立 2A 鄒俊陞 2C 吳浩朗
中三級 3C 鄭偉豪 3C 邱世龍 3B 蔡培鏗 3C 陳彥駿
中四級 4B 石文軒 4A 范成誌 4A 李寶茵 4A 吳活嬋
中五級 5A 李建鋒 5A 康偉平 5C 梁斯穎 5A 李梓峻
中六級 6D 黃君和 6D 劉家諾 6A 譚嘉鳳 6C 王仁俊

事項 支出 (HK$) 收入 (HK$) 結餘 (HK$)

承 04/11/2017 結餘 36,265.17

10月利息收入 0.01

2016-2017年度追回會費 30.00

致送會員大會司儀禮物 156.00

東聯會會費 300.00

開放日紙模型材料費 81.00

堆沙比賽用具及運費 548.95

11月利息收入 0.02

開放日食物 976.83

開放日餐具 14.90

12月利息收入 0.02

日本遊學團資助 ($2000 x2) 4,000.00

1月份利息收入 0.02

追收家教會費 ($30 x 7) 210.00

支票戶口利息支出 0.54

2月份利息收入 0.02

家教會親子旅行訂金 4,956.00

家教會親子旅行收入 ($100 x 58) 5,800.00

家教會親子旅行尾數 ($163x60) 4,824.00

3月份利息收入 0.02

家教會親子旅行收入 (追收$100 x 2) 200.00

4月份利息收入 0.02

母親節鮮花+Cookies義賣材料準備 1,159.00

母親節鮮花+Cookies義賣善款 (10-11/05/2018) 1,820.00

母親節鮮花+Cookies義賣捐款予明愛向晴軒 1,820.00

5月份利息收入 0.02

家教會親子旅行攝影比賽獎品 120.50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書券 9,312.00

6月份利息收入 0.02

總支出/收入： 28,269.72 8,060.17

結餘： 16,055.62

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財務報告 
( 05/11/2017 至 15/07/2018 )

曾藹欣主席頒發獎學金予得獎同學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家長教師會

2017-2018 年度
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

委員名單
顧問 張翠儀校長

主席 曾藹欣女士

副主席 卓麗貞女士

副主席 姚濬哲副校長

司庫 黃桂珠女士

司庫 陳若龍老師

文書 陳卓芳老師

委員 劉端紅副校長

委員 郭明欣女士

委員 張杏儀女士

委員 黃國強先生

委員 劉淑琼女士

委員 麥煥枝老師

委員 梁恩球老師

委員 陳立智老師

委員 聶耀強老師

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委員

編委會委員名單
曾藹欣女士
卓麗貞女士
馮天怡老師
聶耀強老師

陳易希先生BBS 致訓



主席 曾藹欣女士 (1C 曾貝家家長)

    一轉眼便完成了本年家教會主席的職務，過往一年參與學校舉辦的各項活
動都令我有不少體會。開放日攤位有新嘗試的手部彩繪及紙模型製作，三月下
旬有「親子旅行―菠蘿園之旅」，更忘不了五月中旬的「父母親節鮮花曲奇義
賣」，家長及學生都很踴躍參與。此外，不同主題的家長講座都令我對與子女
溝通相處之道增加了不少認識。

    女兒亦完成了第一年的中學生活，猶記得新生註冊當日與女兒一同步入學校的情況，她從最初的不
安與焦慮很快變為積極與投入。感激學校給予空間，讓女兒有機會發展她的興趣。期望女兒能繼續在學
校愉快學習，發揮所長！

    最後，感激學校、校長、各位老師及家長委員在過往一年對我這位新任主席給予無限量的支持與協
助。祝願學校來年有更好的發展，為主作鹽作光！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
安。」(民數記 6:24-26)

家長司庫 黃桂珠女士 (2A 黃鈺琳家長)

    家教會設有海外
交流資助，讓學生把
握機會放眼世界，建
立自信，提升學習興

趣。今年有兩位學生得到資助，參加3月24-29日舉
辦的「日本大阪與廣島考察團」，學習有關STEM的
知識。

    事前參加者需要交一篇文章及參加面試。學生
很聰明及積極，準備十分充足，表達既流暢又有自
信，使評審留下深刻印象。有說「機會是留給有準
備的人」，學生們的出色表現，印證了他們對出外
交流學習的渴求。

    未來家教會仍會繼續資助學生參與海外交流，
盼望更多同學能抓緊機會申請，為自己添上一段段精彩又難忘的經歷！

劉淑琼女士 (1C郭慧心家長)

    家教會於 3月18日 舉辦了「親子旅遊」，當日行程豐富。當天大家回校
集合，再浩浩蕩蕩乘坐旅遊車出發，沿途欣賞美麗的景色，有些古老的屋村
充滿懷舊感覺。

    我們首先參觀鄧族屏山文物徑，內有文昌塔、土地壇、圍村、廟宇、神
壇、祠堂、書室、古井等。當我看到古井，頓時感覺平日的自己只是井底之
蛙，正如諺語所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今天我和兩個孫女可以同
時認識歷史陳跡及體會中華文化，真是獲益良多。

    我們在流浮山品嚐海鮮餐，席間亦與其他家長交流增
進情誼。午膳後，我們便到有機菠蘿園參加工作坊，遊
覽園內設施及品嚐各種菠蘿製品。最後前往元朗公園，大
家在園內散步或登上百鳥塔，遠眺元朗及天水園景色，樂
也融融，大家都享受了溫馨愉快的時光。在此祝福各位家
長、老師和同學有一個愉快而充實的暑假！

麥煥枝老師

    為答謝父母養育的深恩，本校沿襲優良傳統，今年5月10日
家教會及學生會合辦「父母親節鮮花及曲奇義賣」，讓學生在
校購買鮮花及曲奇表達對父母的謝意。與此同時，本校亦關心
社會需要，希望能幫助危難中的家庭，故是次義賣的收益全數

捐贈香港明愛向晴軒，盼盡社會責任，為有需要人士出一分力。

    學生透過是次義賣學習到籌劃活動的技
巧，得到深刻體會。最後階段，學生和家長更
充份發揮團隊精神，有效率地分工包裝鮮花及
曲奇，讓活動得以順利完成。

同學在著名的大阪城前留影

從校長手上
接過委任狀

衷心感謝各位家長對家教會活動的支持

與教職員歡度聖誕

與校董、校監、校長及各位家長交流

參加者享用美味午餐，大快朵頤。

親子旅遊大合照

親自餵食小羊的體驗令人興奮又難忘

「父母親節鮮花及曲奇義賣」壁報

家長義工和學生們
以一雙雙巧手包裝

鮮花和曲奇

物輕情意重，鮮花和曲奇寄託了對父母的濃濃謝意。

海外交流津貼

主席的話

家教會
親子旅行

父母親節鮮花
及曲奇義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