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家 長 教 師 會 會 訊

兼具兩種羊的特質，又善良溫柔，又善於合群；但同時

也能分辨善惡，堅守原則，追求美、善與義（這三個字

都以羊字來造字）。

這也是聖公會鄧肇堅中學育人的理想；當然作為一所基

督教中學，我們更不願我們的學生如羊走迷了路，偏行

己路而失去牧羊人的照顧、帶領和保護。聖經以好牧人

來形容主耶穌，盼望在羊年我們每一位都能歸到大牧人

的羊欄裡，既一無所缺，也找到生命的方向。就如聖經

詩篇23篇所說：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

使我的福杯滿溢。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

殿中，直到永遠。

當這篇文章與各位見面時，聖公會鄧肇堅中學的體育館

改善工程應該大致完成。耗資六百多萬元翻新了我們的

體育館，是為了提供更優質的體育設施讓同學使用。

在此祝願各同學能像飛躍的羚羊，在人生的路上跑得更

快，也跳得更高去達到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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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羊年談羊  
戴德正校長

雖然這篇文章付刊之時已過了農曆新年的日子，但寫作

時正值乙未羊年的新春，所以和大家一起羊年談羊。

在西方文明中，羊給人溫馴、和善、和氣、純潔及合群

的感覺。無怪乎特首在農曆新年賀詞中也借喻羊的特性

來鼓勵香港人要團結和諧。但中國人的羊年究竟是甚麼

羊？是溫馴合群的綿羊（Sheep）？還是素以獨居孤高
為性的山羊（Goat）？甚至是常帶有一定攻擊性的公綿
羊（Ram）？

從《說文解字》所描述的造字過程看來，羊字的兩角應

指山羊或公綿羊的可能性較大。事實上中國古傳說神話

中也有記載一隻神羊名叫獬豸，在堯為帝時「處廷中，

辨群臣之邪辟者，觸而食之。」可見中國傳統的羊未必

是溫馴合群，而是辨別真偽及疾惡如仇。

當然從來沒有肯定的論證告訴我們中國人的羊年生肖是

綿羊、山羊或公綿羊？因為古代中國人一向都不是這樣

精準區別動物的物種。既然如此，或許我們在羊年應該

2014-2015  
第二十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林錫麗

非常榮幸能當選2014-2015年度家長教師會主席，在此先要感謝大家的支持。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今年已是第六年
為家教會服務了。這些年來，結織了很多不同級別的家長，眼看大家的子女相繼畢業，除了為大家高興及送上祝福

之餘，同時亦為彼此的離別而感到捨不得。縱使心中不捨，但每年仍是會為迎接新力軍加入而感到興奮。今年有五位

經驗豐富的新委員加入我們的大家庭，相信定能因此而為家教會擦出新的火花。期望可繼續為家教會注入更多的正能

量，舉辦更多不同類型和高質素的活動。

今年正是本會創會廿周年的大日子，我們將舉辦家教會大旅行暨二十周年慶祝會，希望家長們能積極參與及支持，我

們必定盡力，務求令此活動辦得有聲有色，希望能給予大家樂而忘返，愉快難忘的回憶。再次感謝各家長的支持和鼓勵！

主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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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資源中心開幕
萬眾期待！專為我們家長而設的

家長資源中心，已於二零一四年

四月十二日開幕。

當日眾家長教師會委員們、校內

老師們、家長們及同學們都懷着

興奮的心情迎接典禮！開幕典禮

由戴校長及上任家長教師會主席

譚瑞生先生主持，典禮完畢隨即

宣報：專為慶祝家長資源中心啟

動而舉辦之—家長資源中心同

樂日正式開始！

同樂日節日豐富，在中心內既有環保肥皂制作班，也有

特式珠仔串制作班，在家政室更有美味蝦多士制作。各

班參與者眾，各家長及同學都十分投入、認真學習，歡

欣笑聲不絕！充份實踐家校合一，團結互相之家長教師

會成立主旨。期待家長資源中心之成立，更能有助家長

教師會日後發展，把家長教師會會務推前一大步，為學

校、家長及同學提供更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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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資源中心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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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th家長教師會第二十屆周年大會

中一家長夜及
專題講座

本學年的中一家長夜於2014年10月10日（星期五）晚
上舉行，首部份為班主任與家長會面傾談，接著是講座

時間，當晚本會邀請了全腦學習專家翁信固先生與家長

們分享如何協助子女建立積極學習態度。  講者娓娓道
來，家長們聚精會神地聆聽。於答問時段，家長都很積

極向翁信固先生發問，希望能明白有效建立子女學習能

力的方法。 

本會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六)假學校禮堂舉行
第二十屆周年大會暨常務委員會委員選舉。本會第十九屆

主席譚瑞生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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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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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法團校董會的成立，家長校董亦在是次大會選舉

產生。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家長教師會（2014–2015年度）
常務委員名單

主 席：林錫麗女士
副主席：姚偉雄先生、戴德正校長

秘 書：林志華先生、杜靜恩老師
財 政：趙麗嫦女士、陳黃華燕老師
總 務：馬友基先生、黃奕鳴女士、黎美琼副校長、
    黃向麗老師
編 輯：陳麗珠女士、林銘基先生、杜王雅儀老師、
    區玉芬老師
聯 絡：陳劉小芳女士、賴智堅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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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團 校 董 會 家 長 校 董：林錫麗女士
    法團校董會替代家長校董：黃奕鳴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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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譚瑞生先生提出因應法團校董會的成立而修訂會

章，是日出席的老師和家長共102人，以99票贊成通過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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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參與陸運會
今年的陸運會於2014年9月25日小西灣運動
場舉行。當日天朗氣清，是舉行運動會的大好

日子，而各健兒在啦啦隊的奮力打氣之下，顯

得鬥志高昂。大會的壓軸項目，是家長與教師

4×100米接力比賽，共有18位家長及三位老
師參加，學生及家長都踴躍為各健兒打氣，氣

氛熱烈。

家長參與水運會
水運會於2014年10月30日（星期四）在維多利亞
游泳池舉行。本年度亦邀請五位家長、畢業生及老

師參加4×50米接力賽，共分兩隊進行競技。各選
手實力旗鼓相當。 家長和老師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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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師

一年一度之中五、中六家長黃昏茶敘於二零一四年十一

月十日晚順利完成。當晚家長參加踴躍，會上氣氛認真

投入。充份顯示各家長對子女的愛和對子女前途的關

顧。同樣十分多謝當晚分享個案的應屆畢業生同學及

其家長 : 施博儒同學及施太、杜明欣同學及杜太、及葉
雅靜同學。他／她們就學習態度、考試技巧、以至如

何面對放榜後，各自考獲不同成績之心路歷程及報校策

略的經驗分享，都使參與茶敘的家長們無不聽得津津津

樂道。再加上經驗豐富的黃老師及社工葉姑娘循循善誘

地講解選校部署所需考慮之處，都引來家長們積極投入

發問，相互分享各自所思所想，各自所面對之壓力及責

任，使茶敘更顯意義及重要。最後冀願所有應考同學適

力以赴，為自己前途而努力，考取佳績。

敬師節
今年要多謝一班熱心的義工家長，為敬師節

親自制作精美文具和準備其他禮物送給我們

的老師。

當天由家教會主席帶領下，聯同部分家教會

委員及義工家長，齊向校長及各位老師致送

蜜糖、水晶梨和家長親手制作的文具，以表

達對老師們的敬意。

黃昏茶敘
－中五、中六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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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興趣班－珠仔年桔
一棵棵努力完成的

《珠仔年桔》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七日，本會承繼上年度餘

興，今年再次舉辦『串珠仔』家長興趣班，

並刻意安排在這春節臨近的好日子。當日家

長資源中心喜氣洋洋，導師為應節，特別教

授《年桔》造型串製法！各家長無不興奮認

真學習，轉眼間一棵棵維俏維妙的《珠仔年

桔》便滿報工作枱，十分可愛精美！興趣班

完畢後眼見各家長滿面笑容，懷着心滿意足

的心情，手抱努力完成的《珠仔年桔》回

家！作為舉辦單位的我們也深感高興。
家長手抱《珠仔年桔》滿面笑容

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日晚，由本校家長教師會主辦之家長講座，在

一片熱烈的掌聲下順利完成。這次講座很高興能邀請得屈偉豪博士

主講，講題為『做個升級家長』。當晚出席家長人數眾多，屈博士

出色生動的演譯，令講座氣氛輕鬆愉快，笑聲不絕，至使參與的家

長們更易投入，明白他的論據。在此再一次向屈博士表達謝意。

一個講座之成功，除了要有出色的講者外，出席家長之投入很重

要。要令出席者投入、要吸引家長們踴躍參與，講座主題之選定也

是十分重要的。希望各家長委員能慷慨提出你們的想法及意見予本

會，以便本會日後為講座主題選定方向，繼續為大家服務。

講座—

   『做個升級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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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
家長教師會不但扮演老師及家長溝通橋樑，亦是學生學習及成長的重要伙伴。感謝長久以來老師對家教會無私的付

出，令到家長可以安心陪著學生成長。

在過去一年，原來的家教會主席譚瑞生先生因為私人理由辭去主席一職，譚主席在任的6年間對家教會貢獻良多，我們
再次代表家長感謝他多年為家教會的付出。今年經過全體家長及老師選舉後，新的家教會的委員會正式成立，委員會

亦正式選出新一任的家教會主席，我們就不同的職位作出分工，相信在老師們的支持下，新一屆的家教會有信心展開

新學期的工作。

今年，學校首次邀請家教會代表加入學校董事會，這樣不但證明學校對家教會的重視，而且也希望家教會更加了解學

校的發展，從而制定家教會未來的工作，相信未來的日子裡，學校及家長將會更加緊密合作，我們有信心共同去凝造

一個更理想的學習環境，令孩子們在成長路上更加開心。

2014/15年度

財政收支簡表
截至2015年2月

收入合計： 

支出合計：

累積盈餘： 

$  72,509.00

$  27,696.00

$ 194,855.81

　 家長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1 葉少雲 1C 陳舜軒
2 湯克莉 1D 陳泓
3 林銘基 2B 林亭言
4 陳美儀 2C 盧天佑
5 謝仕華 2C 周晴恩
6 盧婉玉 2D 潘美彤
7 郭倩儀 3A 張映熙
9 李 圴 3B 蕭俊賢
8 吳鶯鶯 3C 杜欣穎

10 麥麗珍 4D 鄭晞宏
11 賀朝陽 4E 鄧文傑
12 梁金妹 4E 黃潔盈
13 李美芝 5C 鄭鎮烽
14 邱琼芳 5E 孫兆嵐
15 鄺允玲 6B 蘇鈺盈
16 黃麗萍 6D 劉知皓
17 麥婉玲 已畢業 劉啟宇
18 鄺內嬌 已畢業 黃梓陞
19 王淑燕 已畢業 劉兆銅
20 劉秀蘭 已畢業

2013-2014年家長義工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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