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家 長 教 師 會 會 訊 二零一五年十月號
主席的話

家校合作 關愛孩子

校園的歡欣笑語、老師的循循善誘、同學的互勵互勉，讓我度過愉快的中學生活。光陰荏苒，我常常回
校園的
校園的歡欣笑語、老師
的 歡欣笑語
語 老師
想自己的中學生活，總覺得可以過得更充實，參加更多課外活動，可惜時光一去不復返。到女兒成長的時候，
我驀然覺得自己又回到中學時代，與女兒一起分享校園的生活點滴，與她一同成長，一起學習。我希望更全面
了解女兒的校園生活，所以我非常珍惜每次參與學校活動的機會。我相信子女的成長有賴家長、老師的緊密聯
繫。家校的合作溝通能讓子女在一個關愛的環境中迎接各項挑戰。
過去一年，我十分感謝老師和家長的參與和支持，令每個家教會的活動
動
心
都籌辦得非常成功，亦感謝各位家長在活動中的投入參與，分享教養子女的心
成
得。我誠意邀請更多家長參加學校及家教會舉辦的活動，從而更了解子女的成
長與需要。另外，希望各位同學能珍惜當下，感恩自己所擁有的東西。最後，
我感謝學校給予機會，讓我擔任家教會主席一職，令我在各方面都獲得成長。

潘卓翰先生(4B 潘可

校長的話

欣家長)

繼 往 開 來

過去三年，我們為「信義人」訂立不同的目標。由第一年以「信能行」，鼓勵同學相信自己的能力，建立
學習及面對個人成長的信心；到第二年「信同行」，除加強同學和師生間互相支持的關係外，亦發揮不同學校
持份者對學校及同學的關愛，支援同學成長的需要，陪伴同學追尋理想；而今年「信必行」，期望同學以堅毅
的精神、永不放棄的態度，實踐所學，發展潛能。
在師生的努力，家長的支持下，我們「信義人」已在不同程度上達成以上
三
三個目標。學校更因此而獲國際啟發潛能教育聯盟頒發「啟發潛能教育學校成就
大
大獎」，肯定我們的工作。未來三年，學校將重點放在「深化自主學習」，加強
培
培養同學對學習的自覺性，提升同學的自學能力；還有「協助同學認清目標，規
劃
劃未來」，教導同學規劃、實踐及檢視人生計劃；而更重要的是以「共建學校健
康
康文化」為目標，照顧同學身、心、靈健康的需要，能進一步呼應我們「敢於夢
想
想，擁抱挑戰」的積極精神。

梁冠芬校長

期望各位家長繼續支持學校發展，發揮家校合作的協同效應，在新三年的學
校
校發展計劃下，一同為子女創造更美好的明天。

熱烈恭賀本校榮獲國際啟發潛能教育聯盟
「 The Paula Helen Stanley Fidelity Award」
Award」

第十九屆家教會委員職位及增選委員名單

2014-2015年度
家長教師會執委合照

家
長
委
員

家長姓名

職位

潘卓翰先生

主席

李芷汶女士

秘書

曾廣興先生

司庫

蕭

洪女士

活動

鄭愛華女士

編輯

何綺雲女士

總務

級
代
表
委
員

級別

家長委員姓名 學生姓名 ( 班別 )

中一級

蕭洪女士

黃皓駿 (1E)

中二級

曾廣興先生

曾悅怡 (2C)

中三級

鄭愛華女士

譚朗祈 (3C)

中四級

潘卓翰先生

潘可欣 (4B)

中五級

李芷汶女士

王煒欣 (5B)

中六級

何綺雲女士

鄧子朗 (6D)

教
師
及
顧
問
成
員

班別
副主席
秘書
財政
活動
總務
編輯
顧問

教師委員
梁冠芬校長
陳群梅副校長 、司徒靜怡老師
羅悅心主任、陳素麗主任
吳玉珊主任
魯葉大主任、吳宏業主任
何婉姿主任、鄭志成主任 、黃衛玲主任
林梁莉莉女士、胡羅秀萍女士、文珊女士

2014-2015 第十五屆優質家長進修學院計劃
『優質家長進修學院計劃』乃本校每年的重點家長工作，至今已籌辦第十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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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簡介如下：
課程

日期

主題

講座一

10/10/2014

好面膳
鼓勵孩子放下手機，好好享受與家人共膳
的時間

1. 探討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機的現況
2. 如何鼓勵孩子善用智能手機
3. 如何鼓勵孩子用膳不用機

講座二

14/11/2014

孩子怕上學！怎辦
如何提昇孩子學習動機

1. 探討青少年欠缺學習動機的原因
2. 如何協助子女提昇學習動機

講座三

12/12/2014

童叟齊嬉
探討如何透過遊戲，建立家庭關係

1. 認識青少年潮流文化
2. 認識桌上遊戲
3. 探討如何透過桌上遊戲，加強親子溝
通，建立家庭關係

親子日營
講座四

1/2/2015
13/03/2015

吾家有子 / 女初長成
學習放手，培養孩子獨立自主

1. 探討家長過份溺愛子女的行為
2. 探討家長過份溺愛對子女成長的影響
3. 如何培養子女獨立自主
1. 探討說話如何影響家庭關係
2. 如何正面表達訊息及情緒
3. 如何透過說話提昇子女的動力

你有「理」講
探討說話如何影響家庭關係

畢業禮

29/5/2015

2014-2015 第十五屆優質家長進修學院
計劃 – 畢業禮

講座主題非常豐富，能切合參加者不同需要。其中一次更以青少年潮流文化為題，教
授父母如何透過桌上遊戲，加強與子女溝通，提升親子關係。家長表現亦見投入，部
分更反映與子女一同參與桌上遊戲，有助提升親子關係。
每次講座均邀請有關方面專家主講，活動的問卷調查顯示，參加者對講座的成效有正
面評價，表示活動能達致各項目標，有助提升管教子女的技巧。
同意
42%

十分同意
54%

『吾家有子/女初長成』講座

『好面膳』講座
家長心聲：「是次講座讓我學懂一些與
子女和諧相處的方法。」

家長心聲：「是次講座讓我學懂一些管
教子女的方法。」

十分同意
38%

『孩子怕上學﹗怎辦﹗』講座
2

讓我
讓我反省自己與兒子、女兒一同
讓我反
遊戲的時間太少，應多與他們相
處，增加親子關係，從而了解子
女的性格。

『你有「理」講』講座

親子齊嬉樂天倫

10/04/2015

同意
62%

『好面膳』講座

內容

講座五

同意
46%

『童叟齊嬉』講座

我在講座中學到多欣賞、多包
容、多鼓勵、多讚賞自己的子
女，以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家長心聲：「是次講座讓我學懂一些與
子女和諧相處的方法。」

同意
67%

十分同意
33%

『親子齊嬉樂天倫』講座

我將學到的溝通技巧應用在親
子相處，如以身作則、少發
問、多聆聽子女的意見與想
法，善用手提電話等。

正面的肯定和稱讚會激發孩子學
習的動力，指責會讓孩子產生抗
拒或無助感，我會運用今天所學
的方法教養孩子，提升孩子的學
習動機。

『吾家有子 / 女初長成』講座

十分同意
58%

畢業禮
『你有「理」講』講座
家長心聲：「是次講座讓我學懂一些管教
子女的方法。」

同意
36%

分享中讓我學會不應過份保護，
讓孩子自己承擔責任，有意識地
給予學習生活技能的機會，信任
孩子，讓他們走自己的人生路。

十分同意
64%

『童叟齊嬉』講座
家長心聲：「是次講座讓我學懂一些與
子女和諧相處的方法。」

3

2014-2015 家 教 會 工 作 坊 剪 影

水仙球工作坊

家長教師會致力發展家長與學校的聯繫，從不同的層面協助學校建造良好的學校環
境，讓信義學生享受優質、健康和充實的校園生活。與此同時，家長教師會每年都
舉辦多元化的親子活動，為日常的校園生活增添更多色彩，把信義中學成為所有家
長和師生的另一個家。

浸泡在水中的水仙球發芽了
泡在水中的水仙球發

家長美食工作坊 ( 一 )

大家都挑選了喜歡水仙球

大家吃過新鮮美味的 糭 都
大家吃過新鮮美味的糭
讚不絕口

一鍋都是漲卜卜的糭

第一次切水仙球，真的很緊張
導師示範水仙球的切法

優質食材加上巧手工夫，當然是萬無一失

家長工藝坊

家長美食工作坊 ( 二 )

每個鎖匙扣都是家長的心血
快來看看我們完美的成果！
家長小心翼翼地從焗爐取出蛋糕

餃子製作班
美味可口的

餃子造好了

導師指導家長在皮革上

壓出圖案

透過參
透過參與家教會工作坊及家
長義工，可與家長交流不少
長義工
教導子女的心得，亦可了解
教導子
子女在學校生活的情況，所
子女在
以當中的過程感到很愉快。
以當中

製作餃子的材料
作餃子的材料
教師擠滿整個廚房
教
師

參加家教會可讓家長更了解學校的事情，另
外亦可以透過知道女兒的校園生活，促進親
外亦可以透
子溝通及交
子溝通及交流。還有，參與家教會的工作坊
或活動，可以得到家長間的支持，亦可以學
或活動，可
到不同的美食及手工藝，真是很有意義。
到不同的美
高彩鳳女士 (5B李文慧家長)

謝玉玲女士 (2B黃俊瑋家長)
謝玉玲
這些精緻的鎖匙扣是「家長也敬
長也敬
也敬
師活動」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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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專 題：生涯規劃
何謂生涯規劃
生涯規劃是指規劃事業和訂定整全的人生計劃，透過不同
計劃
劃 ，透
，透過不
過不同
過不
階段的角色和活動，實踐人生目標。

家長問與答

4. 新高中課程如何協助同學規劃人生？
同學除了修讀中文、英文、數學、通識及2-3
個選修科目外，還需參與其他學習經歷活動，
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活動、社會服務、藝術發
展、體育發展及與工作有關的經驗等，透過豐
富的學習體驗，同學能進一步了解自己，為將
來的工作作出更合適的選擇。

本校為中四至中六級同學安排「標竿計
劃」，讓同學以小組形式，由一位老師負
責與四至六位同學作升學輔導。計劃中亦
會邀請校友或社會成功人士與同學分享職
場及成長經歷。

1. 什麼時候開始與子女一起規劃人生？
生？
5. 在高中階段，家長如何指導子女實踐升學及就業計劃？
生涯規劃是一個持續和終身的過程，以致達人生不
同階段的目標，所以由初中開始就應教導子女如何
訂定人生計劃，培養認識自我、個人規劃、設立目
標和反思的能力，並認識銜接各升學就業的途徑。

本校於通識教育科及班主任節時間，以全
班模式協助同學認識自我及訂立目標。特
別在開學初期，為中一級安排「中一生涯
規劃營」，除了讓中一同學更容易適應中
學生活外，還透過歷奇活動，讓同學認識
自我，訂定中學新階段的目標。

家長可鼓勵孩子獨立作出決定，指導子女按其升學
就業的目標，搜集不同大學或訓練機構所提供的課
程資料。家長可建議子女參加工作體驗計劃，亦可
協助子女準備履歷表和練習面試的技巧。

本校亦安排不同的工作坊，如模擬人
生、模擬面試、模擬放榜等活動，讓不
同階段的同學有最好的準備。

6. 若子女未能升讀本地學士學位課程，還有什麼升學出路？
考生可選擇副學位課程(五科包括中英文達2程度)、毅進文憑課程及職業訓練局基礎文憑課
程/中專教育文憑課程、遙距課程等。再者，也可以嘗試海外升學的渠道。家長可瀏覽教育
局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網頁 http://www.edb.gov.hk/cgs 進一步了解升學資訊。

2. 家長在子女的生涯規劃中扮演什麼角色？

海外升學快訊
家長心聲

家長在子女的生涯規劃中擔任極為重要的角色。家
長作為同行者，宜支持及鼓勵子女按他們的興趣和
能力，追求人生目標。當子女面對升學就業抉擇的
困難時，最重要為他們提供自我學習和探索空間，
引領他們作出選擇。

本校特別為中一、中三及中六家長安排
「家長晚會」，在會上主講嘉賓會就不
同主題作出分享，如中一適應、中三選
科、中六升學等。

台灣生活習慣跟香港相近，加上台灣的大學都具名氣，
加上台灣
加上
台灣的大
台灣
的大學都
的大
學都具
學都
我們也認同當地的教學理念，所以我們很支持女兒到台灣升
學。現今科技發達，除了打電話外還可以視頻，兩地往返也
不需兩小時，我們隨時都能保持緊密聯繫。然而，畢竟善瑩
是獨生女，讓她到台灣讀書當然有點擔心，既掛心她的自理
問題，也怕她與新同學溝通不來。但畢竟善瑩已經成長，是
時候讓她去闖一闖。而且她現在很開心，我們也就放心了。

陳善瑩同學(右前)2013年畢業，
陳善瑩同學媽媽 現就讀於台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

3. 在初中階段，家長如何與子女一同規劃人生？

家長可與子女討論他們的才能、能力、興趣和目
標，以協助他們計劃未來。透過鼓勵孩子參加社會
服務，讓他們了解自己的興趣和能力。而透過不同
途徑搜集升學及就業資訊，如參與各類升學活動、
職業講座、職業展覽等，子女能為選擇未來的職業
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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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楚君同學(右二)2014年畢
業，現就讀於英國薩塞克斯大
學─傳媒與電影研究

女兒要到英國升學，我希望她能夠獨立，照顧自己的起居飲
食。加上到外國升學是非常難得，我希望她可以挑戰自己，增進
自己的知識，體驗不同的文化。當初她決定要到英國升學，我們
曾經擔心她一個人到英國適應不來，也怕她不習慣英國的生活。
一年過去了，她很適應當地的生活呢！說到底，子女出國讀書是
一件非常勇敢的事，家長應該為他們感到高興。
楊楚君同學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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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專訪 ：學校 政 策及活動

為了加強同學對國情的了解，擴闊視野，作「敢於夢想，擁抱挑戰」的信義人準備。學校
全年安排了國內外的考察活動共12個，分別為前海、廣州市、珠三角、西安、武漢、上海、
四川、北京、台灣、新加坡、德國、美國。在活動問卷中，大部份同學均認同有關活動能提
升其對祖國的了解及情懷，以及能擴闊其視野，有助其反思及重新訂立目標。

自主學習及電子學習
踏入2012-2015學校發展周期的第三年，自主學習及
電子學習為本校主要發展項目。本校推動電子學習計
劃包括「電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翻轉教
室」教學短片網站、Nearpod平板電腦教學平台、
「有機上網」─上網學習支援計劃家長日講
座、iPad地理科考察、港大夥伴學校計劃
（iClass）等，計劃有效提升同學學習興趣，促
促
進教學成效。
本校課堂教學鼓勵學生反思及自學，老
師由知識傳遞者改為學習的促進者。老師在
課堂上能運用分組，讓學生進行合作學習，並透過不同的策
略（例如拼圖學習及匯報），鞏固學生的知識、態度及技
能，同時提升學生的協作及溝通能力。

環球教室簡介

劃
德國雙向考察交流計

美國文化交流團

與德國接待家庭在戶外晚膳

遊覽澳門著名的大三巴
與
與當地伙伴一起參觀美式

小組合作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新加坡英語交流考察團
在農場採摘瓜

前海

果

台灣大學考察團
參觀前海科技大學
同學與新加坡裕華中學同學作文化交流

平板電腦是小組討論和
搜尋資料的好工具

上海寧波歷史文化考察交流團

四川文化考察團
參觀義守大學資訊科技學院

察團
北京瀋陽歷史文化考

運用iPad在灣仔進行地理科考察
小組活動融入互動元素，培學生溝通能力

同學到訪汶川
映秀鎮

於上海外灘合照

家長心聲

與內地學生交流

我女兒曾向我表達，學校的自主學習非常重視同學的備課。在
我女
我女兒
我女
我女兒的分享中，她會按老師的要求，嘗試自學一些未曾教的學
兒
習內容
習內
習內容。在備課時，她發現有部份內容原來只要跟著老師指引，
容
自己學習也可明白，從而提升其學習的信心；另外，備課時遇到
自己
己學
不明白的地方，她可預先記下，留待課堂時與同學交流意見或向
不明白
不明
白
老師發問。由於她看到自主學習的果效，她慢慢已將備課變
成
成自己學習的習慣。
另外，她使用電子學習平台與同學互相交流學習心得，
發覺其學習興趣及動機比以往增加，而且只要善用資訊科
技，這完全配合現今世代年青人的生活與學習趨勢。
技
李芷汶女士 (5B王煒欣家長)
李

家長心聲

參觀北京故宮
與清華大學生
交流

去年無意
去年無意中從女兒口中得知有此美國交流團,那時我想也沒想就替女兒報名,這次
是女兒第一次出國,身為父母的我當然擔心,但想到可以讓她更加獨立,所以也就放手
讓她去了。女兒回來後,感覺上她比以前更成熟,會為人着想,各方面也有進步,當然最
大進步的當然是她的英文,無論文法或會話也進步神速。所以我從沒有後悔讓女兒參
高惠娟 (3A 梁沛盈家長)
加這次交流。
當 駿 聰 從 德 國 之 行 回 來 後 ， 當 地 的 寄 宿 家 庭 給 了 他 在 德 國 一個 非 常 好 的 生 活 體
驗。他向我表示他對於出國留學有一強烈興趣，當完成DSE考試後，他希望到外國升
學。他嚮往在那裡的生活環境和教學文化。現在，他在香港學習德文，我希望他能
一直放這項目標在心中，並期待他的成功。
繆嘉莉 (5E 翁駿聰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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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及家長專訪

2014-2015 家長教師會優秀表現獎學金
範疇
語文

體育
領袖
才能
表演
藝術

獲獎學生

提名導師

獲獎學生

提名導師

2D 黎文莉

黃浩彰
陳惠蓮

6A 蔡嘉玲

莊俊輝

3A 林學儀
2A 徐匯晉

陳錦添
李琪

6A 杜家熙
5B 鄺文健

2C 譚孝彥

李琪

6A 馬澤純

嚴巧兒
李琪
嚴巧兒
李琪

---

---

3E 劉穎茵

黃浩彰
陳惠蓮
陳錦添

---

---

5D 林貝嘉
6A 陳祖澤

殷倩儀
陳素麗

2D 陳浩然

範疇
音樂

視覺
藝術

資訊
科技

獲獎學生

提名導師

獲獎學生

提名導師

3A 鍾滶楊

盧蕙芳

4B 王銘揚

盧蕙芳

3D 何幗儀
2D 黎文莉

盧蕙芳
殷倩儀

5A 陳景翔
5C 高偉傑

盧蕙芳
殷倩儀

3D 邢櫻露

殷倩儀

6B 黃綺萍

殷倩儀

3D 李諾言

陳錦添

4B 潘可欣

魯葉大

3E 施寶儀

魯葉大

5B 李淳一

陳錦添

2014-2015 本校同學獲獎資訊
為了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本校鼓同學參加不同類型的校外比賽，學生不但積極參與活動，
而且表現十分優秀。本年度學生於學術及藝術範疇共獲得 445 項獎項、體育發展則得到 166
項獎項、社會服務獲得 75 項獎項、德育及公民教育獲得 65 項獎項。獲獎的類別中，不但有
多達 493 項優良或優異表現獎，多於 47 項取得冠軍，而獲得進步獎的同學亦有 63 名，全
年一共有 784 項的獎項。同學的努力得到大家的肯定，在下列同學專訪中，我們可以了解這
些表現優秀的同學及其家人的反思及心聲：

2014-2015 年度同學獲獎紀錄表 ( 部分 )
比賽 / 活動名稱獎項

獲獎同學

比賽 / 活動名稱獎項

獲獎同學

粵語二人朗誦冠軍

3A 梁栩焮 3B 吳熙瑜

校際田徑賽男乙鉛球亞軍

2D 陳浩然

2013-2014 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智慧門冠軍
智慧門第二名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 華夏盃 ) 銀獎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 華夏盃 ) 銅獎

6A 張瑋珊
2A 任澤霖
2B 徐嘉傑
4A 譚健強
4A 趙少奇
4A 羅慧婷
1B 楊靖軒
5C 江子鵬

校際田徑賽男乙 100 公尺、200 公尺冠軍
校際田徑賽男乙 400 公尺季軍
校際田徑賽男乙跳高季軍
校際田徑賽男乙標槍季軍
校際田徑賽男乙 4x100 公尺接力冠軍

4B 李昌駿
3B 李汝豐
3A 卜浚文
4C 王俊彥
4B 李昌駿 3D 陳展騰
4B 陳仲麟 3B 李汝豐
全體籃球隊

3D 龐莉雅
2A 陳焯彥
2A 何沛盈
戲社
舞蹈學會
精英合唱團

校際男子籃球比賽第三組
九龍二區男子團體季軍
校際男子籃球比賽第三組
九龍二區男子甲組亞軍
香港學界跆拳道比賽 2014 季軍
香港女子跆拳道比賽 2015 女子色帶組冠軍
香港女子跆拳道比賽 2015 女子色帶組亞軍
交通安全隊西九龍總區檢閱禮暨步操比賽冠軍
紅十字會青年榮譽章
香港紅十字會 2013-2014 年度最佳團隊亞軍

5D 林貝嘉

「家居防火」攤位遊戲設計比賽亞軍

4B 吳卓文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和富香港公民大使獎

5A 歐潔瀅 5A 周信匡
4A 李海欣 4A 羅慧婷

4B 吳卓文

4A 羅慧婷

4B 吳卓文
4B 吳卓文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
和富香港學生十優公民大使獎
學生領袖計劃獎季軍
明日 DJ 計劃 2014 熱心參與獎

5B 徐千惠
5B 羅嘉雯 5B 王煒欣

1E 洪怡焮

油尖旺公民教育「我的家」攝影比賽冠亞季軍

5E 卓桐

3C 譚朗祈
6D 黃偉琪
田徑隊乙組
4C 李明姿
1A GURUNG SUCHAN

油尖旺公民教育「我的家」攝影比賽亞軍
油尖旺公民教育「我的家」攝影比賽季軍
京港澳學生交流夏令營 2015 成功獲選
香港 200 領袖計劃學生領袖獎
油尖旺傑出學生選舉傑出學生獎

5C 吳均桐
4A 葉頴鍶
5B 張宇晴 5B 蕭嘉盈
5A 歐潔瀅
5B 羅嘉雯

港澳盃暨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賽初賽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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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6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語詩詞獨誦季軍
公益少年團文件夾封面設計比賽冠軍
公益少年團文件夾封面設計比賽亞軍
公益少年團文件夾封面設計比賽季軍
學校戲劇節傑出合作獎
學校舞蹈節（爵士舞）乙級獎
「精彩音樂滿人生」學校聯演
優秀表演獎、最佳主題演繹獎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公開組粵曲獨唱決賽 亞軍
全港公開獨木舟短途分齡賽
T1-1000 季軍、T1-200 亞軍、K1-200 亞軍
K1-500 亞軍、K1-1000 冠軍
2014 白沙灣獨木舟繞標賽
男子 1500 米冠軍
聖士提反灣獨木舟長途賽男子青年組冠軍
油尖旺區分齡田徑比賽
男子青少年 D 組 400 接力冠軍、男子青少
年 200 米冠軍、男子青少年 100 米冠軍
葵青游泳賽 女子青少年 100 米背泳季軍
女子青少年 200 米個人四式季軍
第十屆聾人羽毛球比賽男子單打 亞軍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校際田徑賽團體亞軍
校際田徑賽女甲鉛球冠軍
校際田徑賽男丙鉛球冠軍

6A 蕭景彤
4A 羅慧婷
4A 鄧冠釗
5C 江子鵬
1A 周以德

3B 潘文俊

甲組籃球隊
3B 黎悅昕 5E 朱詠琪
5E 朱詠琪
3B 黎悅昕
交通安全隊
6C 唐燕飛
香港紅十字會
青年團 167 隊
5D 傅倚琪

得獎同學感想：5D 林貝嘉
我學習粵劇13年，曾到加拿大、廣
廣
州、佛山等地交流及表演。粵劇吸
吸
引我的，正是唱、做、唸、打每項
項
表演細節也要一絲不苟。劇本中所
所
表現的，亦正是中國文化的人情：
有正直、癡心的主角，也有一失足
足
成千古恨的人生經歷。在學習的過
過
程中，我明白了「台上一分鐘，台
台
下十年功」，我也相信花時間在自
收
己喜歡的東西上就會有豐富的收
穫。當我演出一個角色，我會細心
心 家長教師會優秀表現
了解角色的處境、情緒，也會觀察 獎學金(表演藝術)
觀眾的反應，累積經驗，希望下一
次演得更好。
粵劇藝術已漸漸式微，於2006年更被納入人類非物質文
化遺產，所以我們更加要加深自己對這項藝術的認知，
接納這門藝術。感謝家長教師會頒發這個獎項給我，亦
感謝提名我參加的老師，這不單是對我的肯定，更是對
粵劇這門藝術的支持。盼通過我個人微薄的力量，能使
更多年輕人了解粵劇。

得獎同學感想：3A 林學儀
獲頒發家長教師會獎學金(語文)，我感到非常榮幸。付
出能夠得到別人的肯定，是我最大的成就。
書中自有黃金屋，所以我平日
喜歡閱讀各類書籍，不管是散
文小說，還是歷史故事，我都
深感興趣。我們能從書本中獲
得知識，能對人生有另一番體
會，更能學習名言佳句、寫作
手法等，對寫作、閱讀都有很
大的裨益。誠然，閱讀是打開
知識大門的鑰匙，亦是學習語
文的致勝關鍵。
此 外 ， 我 認 為 上 課 時 抄 錄 筆 家長教師會優秀表現
記，把每課的學習重點記下， 獎學金(語文)
亦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回家複
習時，把亂七八糟的筆記重新整理，頓時變得井然有
序，亦能加深記憶，對課文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很感謝家長教師會頒發獎學金給我，我以後定必繼
續努力，務求令成績更上一層樓。

傑出學生感想：5B 羅嘉雯

傑出學生感想：4A 羅慧婷

我很榮幸可以獲得信義會及油尖旺區傑出學生的殊
榮。而獲得這些獎項，絕不只是我自己的努力，而是
同學、老師及父母的教導。

「我走得很慢，但從不後退。」我的成長中遇到很多
失敗，每次的失敗讓我走得越來越慢，但我從來沒有
放棄過、退縮過。我在漫長的路上學會努力、學會堅
持，終於讓我看到未來閃耀的光芒。我的堅持和付出
讓我獲得兩項傑出學生殊榮。

在學業方面，我持著不恥下問的精神。我自覺天資平
庸，所以後天努力是不可缺乏的。在課堂上，我有不
明白的地方，我會向老師發問，向同學請教；我亦會
專心摘錄筆記，方便自己溫習。
在家中，父母與我亦師亦友，他們常常和
們常常和
們常
常和
我分享生活趣聞，並從中分享他們的生
活經驗，道出很多人生哲理。我亦樂在
其中，因為我覺得在繁忙的香港，父母
，父
父母
能夠抽空與子女聊天交談，是子女最
女最
女最
難得的家庭生活。
我能取得這些成就固然高興，然
。
而，我更感謝身邊的一切人和事。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傑出學生
油尖旺區十大傑出學生
九龍地域優異學生

家長心聲
小女有幸獲得一眾老師及同學提攜，本人感激不
盡。小女獲得這殊榮其實令我十分驚訝，因為平
時我一直覺得她已長大，所以甚少干預她的學
習，只是間中聽她提起學校的事。原來她一直在
默默耕耘，令我為她自豪，得悉她的成熟。

楊名香（羅嘉雯家長）

我還記得在傑出學生選舉
的前一天，因為壓力太大
而把自己給逼哭了。我怕
辜負了所有對我期望的
人，但面試過後卻讓我明
白到「成功是付出的收
穫，失敗也是正常的歷
練」這句話的真諦。其實
人生中每一次的機會都是
學習，重要的是過程而不
是結果。

和富香港學生十優公民大使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傑出學生

家長心聲
還記得女兒初來香港時那份未知茫然的心情，從
所有都是零基礎的情況下慢慢學習，慢慢努力，
蛻變成今天的她，我很替她高興。我從未要求過
她要成龍成鳳，只要她肯為自己而努力付出就已
經足夠了，因為我相信她懂得如何走自己人生的
道路。這次她獲獎，我和她爸爸都替她感到高
興，看到她一直付出而得到的果子。我們希望她
不要驕傲，能繼續努力，尋找她想要的人生。最
後，很感謝老師對她的付出和幫助，讓她有不同
的機會去學習和體驗。

何鳳屏（羅慧婷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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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活動花絮
親子燒烤

家教會主席潘卓翰先生致歡迎詞

家長也敬師

梁冠芬校長與家長談笑風生，同渡
一個愉快的晚上

「家長也敬師」十分成功，帶給老師輕鬆
愉快的時光

家長為大家預備

除了美食外，家教會還預了
豐富的抽獎禮品

美味的午餐
校長從家長接過
敬師禮物

陸運會

感受陸運會
家長和學生一同
的歡愉氣氛
家教會主席潘卓翰先生頒獎盃給得獎健兒

家長晚會
中一家長迎新日

學校頒授感謝狀，感謝家教會幹事一年來的貢獻

編輯
委員
員會
會

家長教師會節目
豐富、充實。快
來參加，共建信
義大家庭。

嘉賓引領家長熱烈
討論與子女溝通之道

顧問：潘卓翰先生、梁冠芬校長、文珊顧問、陳群梅副校長
總編輯：吳宏業主任
編輯及校對：何婉姿老師、林純一老師
設計與排版：鄭志成老師、梁俊偉先生
地址：九龍窩打老道52號

網址：http://www.lss.edu.hk

電郵：contact@lss.edu.hk

電話：2780 2291

傳真： 2782 33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