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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屆家教會家長委員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家長教師會會訊

第二十六屆家教會教師委員

家教會主席的話

疫情至今快三年了，斷斷續續的停課、復課……本為教育界帶來的挑
戰，卻成為發展和變革的新機遇、新常態。

感恩信義中學的師生初心仍在，堅守信念， 不斷與時並進。在疫情
下，推動自主學習，培育學生成為積極自主的終身學習者。為此，我校在
本年度開設全景360互動體驗室、GOOGLE SITE翻轉教室、信義生態徑，
同時繼續優化虛擬中華文物館、義SHOP - 無人商店等，為學生提供自主
學習平台及情境教學的環境，促進學生主動學習及鞏固所學，迎合二十一
世紀教育發展的新趨勢。而家⻑協助推動自主學習的角色尤關重要，感謝
家⻑一直以來對學校的支持和信任，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與我們一起培
育學生身心靈的健康發展和成⻑。

本年度學校開展新的三年計劃，主題是「榮耀主恩 閃耀人生」，而本
年年題是「跟隨耶穌」。就讓我們緊隨耶穌的步伐，在其引領下培育學生
成材，活出閃耀的人生，榮耀主的恩典。

時間過得真快！我參與信義中學家教會已經六年了。連續數年
受到疫情影響，恆常的活動未能舉行。幸好得到顧問、委員和家⻑
義工的全力支持，家教會活動才得以順利舉行。

在家校合作下，我們完成一連串活動，包括「雷射手工製作體
驗班」、「惜食堂義工服務」、「家⻑也敬師」等。此外，還有給
中六同學打氣、中秋節、聖誕節、農曆新年和端午節等活動。路是
由人行出來的，機會也要好好把握！感謝歷屆主席/顧問胡羅秀萍女士、林
梁莉莉女士、李芷汶女士、文珊女士、家⻑委員及家⻑義工的並肩同行，令
這個「家」更有色彩，更有生命。

最後，這個「家」在梁校⻑、陳副校⻑、吳副校⻑及各位老師的關愛
下，一定能把「愛」承傳下去，讓每一位同學茁壯成⻑，成就自己的傳奇。

ELCHK Lutheran Secondary School

二零二二年八月號

2021-22
副主席
秘書 陳群梅副校長 司徒靜怡老師/鄭敏之老師
財政 陳素麗主任 陳群梅副校長
活動 鄭志成主任 吳玉珊主任
總務 丘鎮城主任 吳宏業副校長
編輯 藍素琴主任 何婉姿主任
聯誼 曾慧芬主任 黃鳳芝主任

梁冠芬校長
家教會教師委員

代表級別 家長姓名（學生姓名） 職位

中一級 鄧萍女士 (1A 黃芷心) 編輯

中二級 黃艷玲女士 (2A 梁立羲) 司庫

中三級 陳美玲女士 (3B 馬碩駿) 秘書

中四級 陳瑞琛女士 (4D 陳凱琦) 總務

中五級 譚少珊女士 (5C 李建航) 活動

中六級 李婉儀女士 (6B 梁子朗) 家教會主席

顧問：胡羅秀萍女士、林梁莉莉女士、李芷汶女士、文珊女士



  家長專題----自主學習大未來

疫情持續，雖然教育局已安排所有幼稚園、
中小學，特殊及補習學校等繼續以半天為基礎， 恢
復面授課堂，但何時重啟全日面授仍是未知之數。

經歷兩年多的電子學習模式，教師因時制宜
結合傳統面授課堂與電子學習的「混合式學習」
（Blended Learning）模式進行教學，掀起了自
主學習的新趨勢。至今不少家⻑仍存有疑問，自
主學習真的可行、真的具成效嗎？今日就讓我們
探討一下這個新常態下的學習趨勢，教師和家⻑
可如何推動學生自主學習、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課時縮減    課前預習自學
教師角色：隨著面授課時的縮減，我校教師抽取
部份教學重點讓學生預先在家中預備，自行完成
一部份學習。以中文科作例子，教師安排學生在
家中進行簡單備課，如搜集作者生平、作品時代
背景等資料。學生可以從網上搜集資料、或是運
用本身的知識，以圖文完成備課，把功課上載
Google Classroom。過程中學生需要思考並自行
判斷，通過自主學習的模式來鞏固知識。另一方
面，教師在課堂中分享不同學生的備課材料，這
有助加快教學流程，進行更多互動、討論活動來
深化學習內容，讓學生表達個人想法，掌握學習
的主動權。
家⻑錦囊：有時候孩子預習時，往往會因網上資
源或書本字數較多，降低在閱讀和學習上的興
趣。因此，家⻑不妨以日常生活作例，協助孩子
理解資料內容；又或指引孩子先找出關鍵字眼、
重點搜尋；遇有不明，陪伴孩子一起解難，找出
答案。這樣的預習自學變得有趣、容易，不但能
提升自主學習的動機，亦可促進親子關係。
適度「留白」    課後延伸自學
教師角色：半日的面授模式下，我校把下午時間
「留白」，讓學生在家中進行課後練習等延伸學
習活動。例如我校建立了「翻轉教室」，各科教
師不時按課題的需要在平台上載教學影片、同時
按不同學生能力的需要提供進階練習。此外，我
校創建的「昔珍薈舍虛擬中華文物館」，也成為

中史科、歷史科、中
文科、視藝科等不同
學 科 的 自 學 網 上 平
台，從文物中學習中
國歷史和文化、欣賞
中 國 精 湛 的 工 藝 水
平。還有，我校建立
的 「 英 語 頻 道 」 ，
各科教師每日上載與
自己科目有關的英語
短片，讓學生自學英

家⻑錦囊：孩子的閱讀習慣是自小培養的，應由
親子閱讀做起，家⻑擔當非常重要的角色。家⻑
需明白親子閱讀的意義和重要性，認識親子閱讀
的技巧和方法，懂得為孩子營造一個理想的家庭

5A魏明珠

近年疫情反覆不斷，我們經常進行線上課
堂，但當中的效率遠遠不及實體課堂。因此，自
主學習對我們來說十分重要。學校提供了不同的
網上學習資源來幫助我在疫情下學習。例如：透
過瀏覽「昔珍薈舍虛擬中華文物館」研習文物，
從而更深入了解中國歷史。同時，翻轉教室亦提
供不同科目的學習影片，我可以利用課餘時間觀
看，解決課堂上遇到的疑難並增加相關知識。在
疫情下，學校提供的學習資源對我的學習有很大
的幫助。

5A魏明珠媽媽

自疫情開始，學校便開始線上學習。明珠平
日都會利用學校的網上資源自主學習，透過不同
的學習影片鞏固已有知識。我身為家⻑亦十分支
持女兒利用網上資源進行自主學習。

3A蔡潔盈

新常態下，校方致力推動自主學習，希望學生
能以主動積極的態度學習。在特別假期前，老師常
把自主學習掛在嘴邊。起初我對自主學習的模式感
到憂慮，害怕自己不夠自律，學習進度落後他人。
幸好，在4月份學校推行自主學習週，學習過程由
學生主導，但老師仍會定時派發學習任務，並提供
學習進度的提示，就如老師仍會在旁協助一樣，消
除了我對自主學習的顧慮和徬徨，給予我一種莫名
的安全感。

除了感謝學校老師們的幫助，我亦想在此感謝
父母在自主學習期間對我的支持。於我而言，學習
的最大動力是來自至親的支持和關愛。記得在自主
學習期間，老師要求我和組員一同完成一份專題研
習，儘管我已盡了自己所能，但仍覺得未能盡善盡
美，我亦因此陷入糾結。後來 父 母 發 現 我 變 得
消沉，不善言辭的父母
選擇以寫卡片的方式
告訴我「凡事不求結
果 ， 只 需 盡 心 、 盡
意、盡力」 。 我亦
在卡片短短一句中
重新獲得動力。爸
媽，謝謝您。

家長及學生專訪

語。成功的混合式教學可以激勵學生主動參與
學習，而非完全依靠教師的講授，被動地學習
新的知識，並提供空間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態
度，鼓勵他們於學習過程中不斷探索新的可能
性。透過結合家中自學及學校面授，相信能夠
加強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及提升教學成效。
家⻑錦囊：妥善的時間分配往往是孩子的弱
項，家⻑應督促孩子善用下午「留白」的時
間，進行課後延伸自學。例如與孩子一起編定
下午的作息時間表，除休息外，必須加入延伸
學習的時間，鼓勵甚或陪伴孩子一起瀏覽「翻
轉教室」、「昔珍薈舍虛擬中華文物館」、「
英語頻道」等，慢慢養成善用網上平台自學的
習慣，並成為親子交流的時光。

閱讀環境，讓孩子從小建立良好的閱讀習慣，培
養閱讀興趣。孩子從閱讀中學習，不但可自主涉
獵更多課外知識。而家⻑通過親子閱讀，又可與
孩子建立親密的關係，共享閱讀樂趣。

總括而言，自主學習已是大勢所趨，如何推
動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成效，實在有賴家⻑和老
師與時並進，讓我們携手栽培莘莘學子學會學
習，並成為終身學習者。

善用資源    課外閱讀自學
教師角色：培養學生閱讀興趣及習慣，是成就
終身學習者的重要關鍵。我校著意打造中國風
的圖書館，古意盎然，書香處處，營造濃厚的
閱讀氣氛。此外，各科亦致力推廣閱讀風氣，
每年的廣泛閱讀計劃，學生須完成閱讀報告和
錄音反思。還有，我校善用外界資源，參加不
少網上閱讀計劃，例如中文科的「智愛中文平
台」、英文科的「English Builder」、中史科
的「篇篇流螢網上閱讀計劃」等，讓學生有更
多機會每天從網上平台進行閱讀，從中自學，
增潤知識，擴闊視野，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家教會活動花絮

中一及中二家長迎新活動

LaserCut相架製作工作坊

 家長也敬師 家長為中六同學打氣

端午慶祝暨家校交流活動

參觀太陽能系統參觀太陽能系統 家長大合照家長大合照 家長與老師、校長大合照家長與老師、校長大合照

2021年9月11日

2021年11月23日

2022年8月 2022年4月

2022年5月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
N

25
th

25
th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家長教師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家長教師會

各位中六同學：

保持溫度、不言放棄、繼續努力。

家長們全力支持你！
家長教師會
2022年4月

 家教會周年大會暨職業運動員分享
2021年11月6日

會務報告會務報告 頒發家長義工獎頒發家長義工獎職業運動員分享職業運動員分享

老師教授家長如何製作老師教授家長如何製作
LASERCUT相架LASERCUT相架家長高興地展示作品家長高興地展示作品家長用電腦繪圖家長用電腦繪圖家長們的製作LaserCut 相架家長們的製作LaserCut 相架

聖誕食品製作工作坊
2021年12月11日

同心合力   大功告成同心合力   大功告成

家長們的製成品家長們的製成品

家長製作鳥結糖家長製作鳥結糖
美味的聖誕曲奇美味的聖誕曲奇

「531家校交流活動」「531家校交流活動」
家長訪問家長訪問

家長與老師、校長大合照家長與老師、校長大合照 家長介紹自家製的端午粽家長介紹自家製的端午粽

美味的端午粽美味的端午粽

家長與校長大合照家長與校長大合照

家長參觀中華風圖書館 家長參觀中華風圖書館 向家長介紹翻轉教室自學平台向家長介紹翻轉教室自學平台

家長了解水耕種植原理 家長了解水耕種植原理 

家教會為中六同學送上由本校義
SHOP 售賣的保溫瓶作為打氣小禮物，為
同學們備戰DSE打打氣。

，，

逆境自強~專訪片段逆境自強~專訪片段



家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音樂）
4A 周創發

小時候的我對音樂並沒有太大的興趣，但在一次又一次
聽到老師專業的演奏、自己親身嘗試拉奏小提琴時，我開始覺
得音樂並不是那麼陌生，漸漸地，它成為我平日遇到困難時沉
澱、冷靜的一個夥伴。只要出現令我困惑的煩惱時，我就會去
練琴。專心一致地拉奏小提琴能讓我暫時忘卻煩惱，更冷靜地
面對困難。所以，我十分感謝父親為我報讀樂器班，亦感謝小
時候的我並沒有放棄小提琴，才讓我現在的生活更充實、讓我
能更冷靜地面對逆境。我十分榮幸獲選家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
音樂)。未來，我會繼續在音樂領域上努力，利用音樂去擴展眼
界、增值自己。
周創發家長 周敏先生

小時候，我希望他能有一項學習以外的才藝，所以我為他
報讀了小提琴班，本來想讓他嘗試一年，如果他不喜歡就不再
報讀。但在這一年之內，他開始變得積極，他希望繼續參加樂
器班，於是便堅持到現在。看到他因為音樂而成⻑了許多，我
感到十分高興。音樂讓他學會了堅持，一首歌要用不少時間和
精力，但是他也會一步步地向前走，克服困難，即使是我在旁
邊看著他，也會感受到他成功演奏一首歌的喜悅。音樂總能正
面地影響一個人，他也在學習音樂後變得理性、友善。還有兩
年他就要面對文憑試，相信學習音樂能讓他在面對困難的時候
更加冷靜、輕鬆。在此感謝各位老師的悉心培育。

希望在他獲得家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後，可以鼓勵他在音
樂範疇上繼續堅持，磨練自己心境的同時，努力增值、裝備自
己，成為一個對自己滿意的人！

很高興能獲得這次的家教會獎學金，能得到此項
殊譽，我感到非常榮幸。從小學習美術的我，對畫畫一
直抱持熱情的態度，在這個領域裡，一直不斷學習和成
⻑，也得到了許多師⻑的鼓勵與教誨。我非常感謝一路
陪我走過來的家人、師⻑及朋友，他們不斷在身邊支持
我，讓我成⻑了許多 。

美術在我生活中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喜歡
音樂及美術，它們能帶給我動力。閒餘時我會醉心於藝
術創作。而我的創作媒介也非常多樣化，例如水彩、素
描 、陶瓷及金屬線。

我一直深信勤能補拙，我會繼續從錯誤中學習，在
經驗中成⻑。感恩在學習道路上有家人與師⻑的陪伴，
我雖然走得跌跌撞撞，但依然能堅持對美術的熱愛。
劉伊藝家長 余美芳女士

非常感謝家教會讓敝子弟獲得這次的獎學金，讓他
在發展藝術的路上得到鼓勵，繼續堅持自己的熱愛。

他一直以來的努力，我與他的姐姐都有目共睹。雖
然他有時會有些一意孤行，但他其實亦非常感恩我們的
支持。希望他能夠藉此次的得獎機會，堅持自己熱愛的
事物，發展藝術創作。獎學金固然不能衡量伊藝是否努
力，但至少是肯定他過去一段時間的努力，同時也證明 
獲取獎學金並不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情。在此亦感激一
直支持及包容伊藝的老師。

  家教會優秀表現奬學金得獎感言

家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 (語文)
6E 林依蓓

六年中學生涯轉眼即逝，不經不覺便到了畢業季。在離開信義之前，得知自己獲得家
教會語文範疇獎學金，令我驚喜之餘亦深感榮幸，這對我而言是一種莫大的激勵與鼓舞，
也為我的中學生涯畫上了完美句號。

於學習的這趟旅程中，獲得獎學金固然是一種肯定，於過往付出過的努力得到回報
時，總能成為未來繼續前行的推動力。感恩自己沒有白費從小對語文的興趣與學習，看過
的書籍、精彩絕倫的課堂都使我獲益良多，今天我才有幸得到獎學金這份殊榮。首先，必
須感激父母總給予我百分百的支持。成功的背後必先經歷失敗，在我失意之時卻從沒受過
父母的責備，讓我的自信心可穩固地築起，他們的鼓勵也令我倍感踏實。其次，感激信義
一眾老師對我的悉心栽培，他們不惜犧牲課餘和假期的時間補課，令我的學習根基更紮
實，感恩在無涯的學海之中遇見一眾不辭勞苦的老師，使我能夠在您們的諄諄善誘之下，
學有所成。

雛鳥要飛翔於蒼天，需要振翅的勇敢；幼馬要奔馳於曠野，需要於跌倒後再爬起的
毅力。「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無人生來便能精通所有知識與技能，無論擁有天賦與
否，都需要以努力讓自己的能力得以提升。榮譽既是終點，又是起點，此獎學金將化作我
往後不竭的動力，讓我不斷追求更多知識，不斷增值、完善自我。
林依蓓家長 劉家宜女士

感謝學校、家教會向女兒頒發獎學金。依蓓天生並不是特別聰穎，我也因為忙於工
作，而沒有太著緊她的學習情況，也無法跟進她的學習進度，所以學習上的事情向來都只
由她自己處理。聽到她得到獎學金的消息，我感到又驚又喜，沒想到在無人管束之下，她
仍然可以維持不錯的學習成績，更獲得獎學金這份榮譽。我很欣慰她是一個獨立自主的
人，不用我擔心她在學習上的表現。希望女兒於得到獎學金後，可更勤力學習，推動她成
為更好的人，做一個有文化修養且善良的人。

家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資訊科技）
5A 曾頌沛

在參與無人商店計劃前，我對資訊科技了解不多。籌備無人商店的過程讓我學習到許
多新知識，包括產品營銷、管理，以至設計硬件和軟件等配套設備。我需要為貨物設計相
關條碼，亦需要編定人手進行產品推廣、設計等工作。此外，無人商店是一間高度智能化
的零售商店，為實現無人管理這個革命性的想法，便需要依靠各項先進的技術。無人商店
最主要的技術可概分為AI人工智能、RFID、自動販賣機等三大類。此外，亦採用了人臉辨
識、商品辨識、物聯網感測元件、電子看板等技術。因些在建立無人商店時，我接觸到不
同的先進技術，發現科技對我們生活有重大的影響，只要多加善用，定能對我們的生活有
所幫助。我很榮幸能獲得家教會資訊科技範疇的獎學金，希望在未來能學習更多有關資訊
科技的知識，我將來為社會作出貢獻。   
曾頌沛家長 曾宏興先生

得悉小兒頌沛蒙家教會和學校推薦，獲得資訊科技獎項，我估計這獎項不是只計算學
術成績，因為小兒沒有學習資訊科技的學科，猜想學校是觀察小兒日常如何在學習和生活
中，靈活運用資訊科技，使學習變得更有效率，生活變得更為簡易。現代社會中，資訊科
技和電子儀器，越來越融入日常生活，從互聯網獲取資訊之簡易，即使是稚童也能輕易掌
握。以往一些需要花時間從書本中搜尋的資料，現在彈指間已能獲取。如何掌控資訊而不
迷失，就是使用上較難平衡的部分。特別是最近兩年，在全球疫情爆發下，即使不慣常使
用科技的家⻑、老師和學生，也要接觸網課，需要熟悉電子設備和相關軟件，方可有效學
習。

據最近世界各地大學生的調查，使用電子書、電子設備和網絡資訊的學生，正大幅上
升。一些先進地區的大學，使用平板電腦來記錄課業的學生，已增⻑至接近80%。所以未
來能掌握資訊的人，就能成為社會精英。希望小兒在善用資訊科技的同時，也要學懂如何
有效運用，如此才不枉學校對小兒在資訊科技運用的認同和嘉許。

家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視藝)
3C 劉伊藝 班別 學號 姓名

1C 16 梁頌德 家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音樂）

2C 23 黃卓穎 家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音樂）

4A 11 賴皓熙 家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音樂）

4A 28 周創發 家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音樂）

3A 25 黃紫鈴 家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視藝）

3C 12 劉伊藝 家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視藝）

4A 8 周穎言 家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視藝）

6B 4 陳雪瑩 家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視藝）

2B 10 夏正霖 家教會優秀獎學金（資訊科技）

3A 11 劉明良 家教會優秀獎學金（資訊科技）

5A 23 曾頌沛 家教會優秀獎學金（資訊科技）

6D 18 李佳雄 家教會優秀獎學金（資訊科技）

3A 4 蔡潔盈 家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語文）

3A 30 楊清兒 家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語文）

6D 13 林依蓓 家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語文）

6E 4 周俊豪 家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語文）

3A 1 陳家如 家教會優秀獎學金（領袖才能）

3B 33 趙敏婷 家教會優秀獎學金（領袖才能）

5A 24 謝嘉怡 家教會優秀獎學金（領袖才能）

5D 4 張俊偉 家教會優秀獎學金（領袖才能）

3C 31 張雯昕 家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體育）

3D 12 黎銘鉻 家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體育）

6A 23 潘曉琳 家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體育）

6D 9 簡偉杰 家教會優秀表現獎學金（體育）

  項目家
教
會
優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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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奬
學
金



「優質家長進修學院計劃」（簡稱「優院」）乃本校每年的重點家長工作，至今已籌辦
第22年。計劃的目的旨在提昇家長管教子女的效能和創造家校合作的雙贏局面。

單元 日期/時間 題目 出席/回應

46位家長98%同意及十分同意是次講座讓我

1. 了解青少年沉迷網絡的原因

2. 協助子女提升自我及時間管理，建立健康生活規律

39位家長100%同意及十分同意是次講座讓我

1. 了解自己的管教及家庭互動模式

2. 了解如何透過言行及生活方式等身教，協助子女建立正確價值觀及品格

39位家長100%同意及十分同意是次講座讓我

1.           認識如何辨識子女情緒問題

2.           了解如何支援子女情緒需要

17位家長100%同意及十分同意是次講座讓我

1. 了解家庭關係及父母衝突對子女成長的影響

2. 認識如何透過正面處理衝突，達致雙贏效果

24位家長100%同意及十分同意是次講座讓我

1. 了解在教養子女時的限制

2. 認識如何協助子女建立自信，以處理成長中遇到的挑戰

三

四
父母衝突對

子女成長的影響

五
如何與子女

共度逆境

2/12/2021

(四) 晚上7:30-9:30

3/3/2022

(四) 晚上7:30-9:30

7/4/2022

(四) 晚上7:30-9:30

「傷你身傷我心」

探索青少年自殘行為

一
7/10/2021

(四) 晚上7:30-9:30

沉迷上網與
時間管理

二
4/11/2021

(四) 晚上7:30-9:30
為何身教這麽難

  優質家長進修學院計劃

第十一屆中六暨第二十二屆第十一屆中六暨第二十二屆
優質家長進修學院畢業典禮優質家長進修學院畢業典禮

優質家⻑進修學院，鼓勵家
⻑以多元化的學習模式，持續進
修家⻑教育課程。已先後有多位
學員修畢課程。各同工在推動家
⻑教育方面的創意及努力，實在
值得表揚。

要成功推行家⻑教育，最重
要的當然是家⻑的積極參與。家
⻑們在繁忙的生活中，仍堅持抽
空參與活動，可見家⻑們對子女
及家庭的重視。每一位家⻑都可
以與時並進，不斷為自己增值。

顧問：梁冠芬校⻑、吳宏業副校⻑       總編輯：藍素琴主任       編輯及校對：何婉姿主任 
資料搜集及整理：司徒靜怡老師、鄭敏之老師、譚穎琦老師       設計及排版：鄭志成主任、黃炎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