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難度挑戰

一、 要選一齣音樂劇去慶祝五十五周年校慶，很自然會想到一些節奏明快，充滿動感和娛樂性豐富的劇目。但我們卻要
向難度挑戰，選一齣以文戲劇情為主的《以斯帖》！隨了要照顧娛樂性外，文戲對同學的要求更高，既要揣摩角色

的心路歷程，更要唸大量的對白。但同學們一一都克服了，真的很棒！

二、 面對四場共一千六百多名觀眾演出五十五周年校慶音樂劇，很自然會想及演出的安全系數，即盡量減少出錯的機
會。預先為配樂錄音是其中一個保險的方案；但我們為了展現同學在音樂上的才華，最後決定用現場管弦樂團伴奏

和合唱團現場演出來取代一部份的錄音。管弦樂團和合唱團都成功了，他們的演出實在令整齣音樂劇提升到另外一

個層次！

我相信各位家長一定和我們一樣，以我們的學生，你們的孩子為榮！

退下舞台‧信息常存

五十五周年校慶舞台劇《以斯帖》 Esther 經過台前幕後的同學和老師半年的悉心製作，公演四場後正式完滿落幕。

落幕難免有失落的感覺，但希望各位永遠不要忘記《以斯帖》 Esther 
的信息：

一、 要有夢想，要追求卓越。

二、 有成就後不要忘本，永遠以有需要的人為念。

三、 上帝創造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要去完成獨特的使命和託
付。（這需要我們在每一件事上忠心。）

四、 人生總有困難，禱告是得力的泉源。

盼望這五十五周年校慶音樂劇《以斯帖》Esther 能成為你們心中永遠
難忘的記憶。

主席的話
  感謝上主的保守與帶領，讓聖公會鄧肇堅中學家長教師會渡過了精彩的二十一周年，而學校也邁向創校五十五周
年，在第二十二屆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當天，更賜給我們良好的天氣，讓周年大會得以順利進行。

  大會當天，本人有幸經與會的各位會員投票後，成功第三度連任成為委員，及後在召開的第一次常務委員會議中，
在得到各位家校委員的支持和信賴下，被推選為應屆主席，本人深感榮幸。

  在過去兩屆的會務經驗當中，本人深深體會到委員間的互相信任、群策群力、衷誠溝通，對發揮團隊合作精神的重
要性，從而更能有效地凝聚家校力量，為我們的孩子構建一個充滿學習機會，洋溢歡樂及愛意的健康校園。

  另一方面，謹在此歡迎和恭賀新一屆的家校委員們，期望在新一屆大
家能發揮團隊精神，做到「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將會務發揚光大，本

人相信家教會過去的亮麗成績，不會對新一屆我們的委員構成壓力，只會

化為動力；最後，藉此機會衷心感謝剛卸任的委員們和各位家長義工們，

沒有他／她們過去的積極參與，家長教師會是沒可能茁壯成長，得到今天

的成績，盼望新一屆能繼續獲得他／她們的積極支持，使會務得以順利進

行。順祝各位身體健康，家庭幸福！

五十五周年校慶音樂劇《以斯帖》Esther	 校長的話
戴德正校長

第二十二屆家長教師會主席林志華

 1

家長教師會會訊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第二十二期 二零一七年四月

地址：香港灣仔愛群道9號     電話：2574 2326    傳真：2574 4048     電郵： tskpta@gmail.com



敬師節
	 	 一如以往，敬師節都是每年家

教會一班熱心家長義工出心出力的

重頭戲，今年的敬師節禮物是綉上

「TSK	 PTA	」字樣的杯墊，既實用

又可當擺設。加上蜜糖及水晶梨，

寓意桃李滿門及滋潤心田，盡顯家

長們對老師的敬愛及謝意。

第二十二屆周年大會

    本會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六）假學校禮堂舉行第二十二屆周年大會暨常務委員會委員選舉。本會第

二十一屆主席林錫麗女士首先匯報上年度家長教師會活動成果及財政狀況，並致送紀念品給卸任的委員和家長義工。戴

德正校長歡迎各位出席家教會周年大會，同時，感謝家長投入參與選舉，為學校服務，繼續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家長

教師會第二十二屆周年大會在各家長和老師的踴躍出席和支持下，順利選出新一屆常務委員及家長校董。

家長教師會（2016-2017年度）常務委員名單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

主  席：林志華先生

副主席：姚偉雄先生、戴德正校長

秘  書：賴翠珊女士、杜靜恩老師

財  政：趙麗嫦女士、陳黃華燕老師

總  務：陳劉小芳女士、吳思霖女士、黎美琼副校長、黃向麗老師

編  輯：湯克莉女士、謝仕華女士、區玉芬老師、麥潔儀老師

聯  絡：陳麗珠女士、麥建華先生、黃陳慕儀老師、劉智豪老師

康  樂：李耀庭老師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林志華先生  法團校董會替代家長校董：姚偉雄先生

    新一屆常務委員接過委任狀後正式履行新一年的職務。在此特意多謝各家長和老師的積極參與，令活動能順利進

行，並在以後的日子繼續發揮家校共融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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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的中一中二家長夜黃昏茶敘於2016年11月25日舉行。

    家教會邀請了林副校長及黎副校長，為家長解答校規、學業、

紀律及活動安排方面的問題。

    問答環節後，家教會主席林志華先生及副主席姚偉雄先

生，安排了互動心理測驗遊戲，並以家長朋輩身份分享與子女

溝通的經驗與心得。

    本年度的中一家長夜於2016年10月7日舉行。當晚，家長首先在子女就讀的班房與班主任會面及傾談。其後，家長

便出席在視聽室舉行的專題講座。

    當晚本會邀請了「全腦學習」專家翁信固先生分享「如何協助子女建立積極學習態度」的心得。講者風趣生動的解

說以及與家長們的互動，令當晚講座生色不少。

及專題講座中一家長夜

黃昏茶敘中一中二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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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中五中六家長黃昏茶敘於2016年11月22日舉行。當晚駐校社工葉家雯姑
娘及升學就業輔導主任黃培詩老師分別向家長講解大學聯招過程及資訊。除此之外，

本會還邀請了畢業生家長麥麗珍女士及應屆畢業同學李穎彤和盧逸恆，從家長及學生

的角度分享應試技巧及分享應考文憑試的心路歷程，藉此協助家長掌握舒緩子女面對

考試壓力的方法，以至多角度探討放榜後選校及前途問題。

  家長專題講座「和諧家庭齊建立」已於2017年3月3日舉
行。本會非常榮幸邀請香港著名精神科醫生曾繁光先生擔任講

者。當晚曾醫生用科學及理性角度分析時下青少年的思維及行

為狀況，從而帶出現今大部份家長與子女溝通的疑難。

  中學生=反叛期？家長及同學又該如何面對？曾醫生以豐富
的人生閱歷，加上真實的個案作剖析，令家長們得益匪淺。

黃昏茶敘中五中六家長

  專 題 講 座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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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水運會於2016年10月24日，首次在中山紀念公
園泳池舉行。家長、教師及舊生組隊參與接力比賽項目，

競爭激烈，旗鼓相當。

  雖然是室內泳池，但當天的天氣風和日麗，再加上公
園及維港美景，讓大家心曠神怡。

  2016/17年度陸運會於2016年9月28日在小西灣運動
場舉行。家教會參與的項目為400米接力比賽，盡顯家長及
教師團隊精神。

水運會

陸運會

  旅行於2016年5月1日舉行，打破歷年學校旅行只限陸
路的傳統，成功舉辦首個水路旅行：地質公園船河遊。

  當天天氣雖然不是陽光充沛，但無損大家欣賞沿途景致
的雅興。巨形六角形石柱，形態獨特，蔚為奇觀！還可遠眺

東壩及破邊洲之海蝕地貌，不愧是世界級的地質公園。

  觀賞過地質公園美景後，午餐於西貢享用海鮮宴，餐後
還可於西貢街道漫步，順道購買一些特色小食作手信。

  下午再乘船往被喻為天主教香港發源地之一的西貢鹽田
梓村，參觀島上的漁村、教堂及鹽田遺址，懷緬一下昔日漁

村興盛的情景。

  回程亦考慮到有些家長的需要，旅遊車停經彩虹地鐵站
再返回學校解散，結束一天豐富的行程。

家長參與水陸運會 家教會 大 旅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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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偉雄（6C姚子頌家長）

我和我家在TSK的日子 

  時光荏苒，當我執筆書寫這篇文章時，真是百感交集。
我兒已是最後一天上學，他不經不覺已完成了六年的中學生

活，即將離校，預備應付2017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2011年3月初，我兒應學校約定參加自行收生面試的情
景，仍然歷歷在目。那天早上我在有蓋操場等候他的時候，

他蹦蹦跳跳地從課室走出來，一臉歡笑，信心十足，表示懂

得回答老師的提問。感謝天父，應允我們一家禱告，憑著他

的成績、面試的表現，在7月放榜時他獲派入了這間我們心儀
的基督教中學。

  多年來，感謝戴校長、師長們的循循善誘、愛心教導，
使我兒不單在學識上不斷增長，當他犯錯時，老師們不辭勞

苦，加以解釋，給予改過的機會，對他接納包容，使他學懂

作個有責任的「肇堅人」。除此之外，學校亦給予我兒不少

機會，讓他發揮潛能。他參加了五年游泳學會、游泳隊，成

為領袖，與同學們參加不少學界比賽，奪取獎項，為校爭

光。他也參加了三年管弦樂團成為團員，與同學們發揮合作

精神，彼此配搭，合奏美妙樂曲，留下令我難忘的回憶。

  當我兒進入TSK時，我和我太太均積極參與學校各項活
動，如每年陸運會、水運會、家長講座、家教會旅行等。我

也加入家長教師會，這六年來先後擔任了副主席、秘書、聯

絡、總務等職位，為的是貫徹家校合作的精神，與不同家

長建立一個互助的網路，伴隨我兒的成長。在2015至2017
年，更獲家長們的信任，獲選任為家長替代校董，加入學校

法團校董會，成為家長的橋樑。將家長的聲音帶進校董會，

讓學校更了解家長期望，令學校辦得更完臻。

  當中我最難忘的是2012年2月26日（星期日）家長教師
會舉辦 「親子War Game 同樂日」，當日部隊成員有98人
參加，戰況激烈，一連打足七場，沒有人命傷亡，只有手槍

報銷報告。很多家長都是第一次被征召入伍，但卻能全情投

入，並沒有一點兒怨言。

  及至2 0 1 7年1月家長教師會舉辦的「新年食品製作
班」，4月舉辦的「多肉植物盆景工作坊」，在推出宣傳後，

分別在一天內及三天內即額滿截止報名。這實在令一

班家教會委員興奮莫名，得著更大的支持與鼓勵，力

求將每一項活動辦得更好。

  我這位「非常爸爸」的使命即將完成！自我兒兩
歲入讀幼兒學校時，便開始參與家長支援小組工作，

推展成立家長教師會，六年小學、六年中學，從不

間斷參與家教長教師會的工作，不經不覺已經16年
了。在本年學期結束時，我即將卸下我的職務，期盼

能承傳下去，有更多家長加入家長教師會成為義工，

甚至成為委員及家長校董，為學校、為同學們貢獻一

份力量，從而體會「非以役人、乃役於人」與及「施

比受更為福」的精神。

吳思霖（1C周祖弘家長）

  不知不覺間，開學至今已近六個月。 回想當初，能夠
入讀自己心儀的學校雖然開心， 亦十分忐忑 ，因為中學生
涯始終與小學的有所差異。加上本校為一所英文中學，作

為家長希望能陪伴他，盡快適應新校的學習環境，但家長

對中學的認知和了解始終有限。幸好校方為新中一學生處

處設想，在暑假期間，開設了一系列適切的先修班，讓他

們了解學校的環境以及課程編排，令兒子很快地融入中學

的生活。本人透過家長教師委員會所舉辦的各項活動，結

識了一些關注孩子成長和熱心學校事務的家長，他們傾囊

相告，加深了我對學校的認識和了解。

  本人更通過家教會的推薦報讀了「有您在旁」朋輩家
長輔導員訓練計劃，從中獲益良多，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裏

能與大家一起開開心心地渡過。

麥建華（2D麥凱翔家長）

  我和太太一向認為選擇一所優良的學校並非單看它出
了多少成績優越的學生，也要考慮學生在離校的行為。雖

然學業成績好壞會影響學生尋找一份理想職業，但沒有顧

己及人的心態、沒有包容的理念、沒有奉獻社會的精神，

這個學生一旦踏入社會也不會對社會有所裨益。

  在這幾年間，有一小部份學生畢業於坊間所稱謂的名
牌中學或大學，因不滿意別人的意見或不被別人接受自己

的想法而做出違背社會道德的行為，他們只求私利，罔顧

別人感受，難道這所學校值得我們追尋？因此，我們為兒

子選擇中學時亦大費周章，從多間學校中選擇了聖公會鄧

肇堅中學，我們觀察到鄧肇堅中學的學生淳樸有禮，公開

試成績雖非突出也在優良之內。

  一年時間已過，小兒已讀中二。在這年間，我們看到
小兒對學習產生濃厚興趣亦被學校的讀書氛圍影響，成績

超出我們預期。再者、他在家裡表現出關懷父母、對鄰居

十分友善、自覺地收拾衣服而不用傭人打埋，我倆覺得此

等表現正是被學校的悉心指導、同學間的互相感染而來 。
  去年十月，我慶幸地被選中為家教會委員。我希望通
過家教會回饋學校，扮演着學校與各家長的溝通橋樑，大

家一起為學校盡些義務、增強凝聚力，使同學們對學校產

生一份自豪感。

  最後、我倆真心多謝校長及各位老師對小兒的關懷。

選校感想 家 投 稿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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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錫麗(6C賴駿樂家長)

  現今的父母真的不易為，既擔心孩子讀書成績不理想，
進不了大學；又擔心孩子沒有目標，沒有理想，欠缺發奮的

動力；擔心孩子上了中學以為自己已經長大，不聽話，擔心

孩子變得反叛；又可能會擔心孩子在中學階段就開始拍拖，

影響學業，倘若孩子真的拍拖了，又會擔心孩子受傷⋯⋯為

人父母的，每樣事情總是會替孩子先想，凡事也以孩子為中

心。試問怎會有不疼錫孩子的父母，哪個孩子不是父母心目

中的心肝寶貝。俗語有云：「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

相信每位父母都能深切體會當中意思。

  我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剛滿二十歲，兩年前在鄧肇堅畢
業；小的現時十七歲，也快將畢業了。以上提到的，我兩個

兒子也曾經歷過，作為母親的我也曾擔心和憂慮過。我相信

每個孩子也是獨特的、有個性的，所以即使我對我兩個兒子

採用同一種教法，得到的成效也不一樣。做家長是一門學

問，這麼多年我也在努力學習中。

  曾經有人說過：「孩子就像一張白紙，紙上的色彩是由
家長替其添加的。」我也相信父母是一面鏡子的道理，甚麼

樣的父母就會教出甚麼樣的孩子。因此，從他們兒時開始，

我就一直用身體力行的方法，以身作則來教導兒子們積極面

對、勇於嘗試的正面思想。我主動參與幼稚園、小學及中學

的義務工作，參選家長教師會當常務委員。這十多年來，我

積極參與學校活動，努力配合學校的發展；為了配合健康校

園計劃，我參加「至營校園」訓練；為了更了解孩子成長的

心理及生理發展，更有效協助及輔導有需要的家長，我參加

了「第六屆有你在旁朋輩家長輔導員」訓練課程。我還清楚

記得畢業禮當天，兒子們看著身穿畢業袍戴上四方帽在台上

受憑的我，他們臉上的喜悅就是我的動力；三年前，我有幸

當選為學校第一任的「家長校董」，為了清楚了解及做好這

職責，我修讀「家長校董」課程。我在努力參與的同時，亦

令他們在不知不覺間明白，學校是個團體，校長、老師、學

生及家長都有著不同身份的責任，要彼此合作，共同付出，

從而也令他們清楚理解，讀書是他們做學生的責任，學到的

都是他們自己的。

  我從沒要求他們要取得優異的成績，我只想他們是個有
承擔有責任的人，只要凡事都能以積極態度去面對，即使身

處逆境，只要不退縮，總會找到解決的方法，只要憑著這份

信念，就已經是成功的開始。

  這八年來，鄧肇堅帶給我和兒子們許多美好又難以忘懷
的回憶，更難得的是這些回憶都是我們共同擁有的，同時亦

為我的人生添上了既充實又燦爛繽紛的一頁，更慶幸自己可

以和兩個兒子一起互相鼓勵、互相扶持，快樂地渡過他們的

中學階段。

愛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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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教會一向熱心參與會務，學校大小活動，一眾家長
都積極支持，更難得的是今年家長投稿，也特別踴躍。家

長在分享中洋溢着愛與關懷，誠請讀者細閱。

2016/17年度
財政收支簡表

（截至2017年2月）
收入合計：  
支出合計：  
累積盈餘：  

家長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王添成 1B 王在喬

溫慧文 1C 何紹霆

陳  平 1D 鄭 喆
梁金妹 6E 黃潔盈

4D 黃柏杰

吳鶯鶯 5A 杜欣穎

李 圴 5A 蕭俊賢

麥麗珍 6D 鄭晞宏

賀朝陽 6E 鄧文傑

譚瑞生 舊生家長 譚曉柔

馬美堅 已畢業 杜明欣

邱琼芳 已畢業 孫兆嵐

黃奕鳴 已畢業 方菁蓁

鄺允玲 已畢業 蘇鈺盈

財政收支簡表

    家教會興趣班內容多采多姿，首先甜品製作班已於2016年4月16日舉辦，由家長湯克莉女士教授奶涷製作，及後由家長

陳燕瑜女士教授製作木糠布甸，甜蜜又溫馨！

    母親節前夕(2016年5月7日)舉辦的扭氣球花製作班，請來程嘉賢女士義務教授，作為母親節禮物既溫馨又顯心思！

    賀年食品製作班於2017年1月7日舉辦，有鳥結糖及椰汁年糕，由家長謝仕華女士及李潤甜女士教授窩心應節的送禮

佳品！

$75,197
$42,661.35

$215,421.56

家長 興趣班 

編者的話 家長義工名單2015-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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