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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真的覺得有點追不上時間的流逝，轉眼間已

經在鄧肇堅中學家教會這大家庭服務了九年的

光景。看著大家的子女相繼畢業，同時高興地迎接

著每一年新力軍的加入，每每感到父母們肩膀上沉

重的擔子和對子女的期望。

時間的步伐是不會停頓的，再加上現今科技發展一

日千里，如果不努力與時並進，那麼教養孩童，使

他行當走的路便越發艱辛。家教會其中的一個目

的，便是希望一眾的家長可以透過活動、講座、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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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新小聖堂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一日奉獻和金

禧特刊於年底出版後，金禧校慶終於劃上一個

完美的句號。踏進第五十一年，我們沒有忘記感恩

和需要完成的使命：

校長的話

潤物無聲   五十載  師生情濃

心被恩感   齊協力  繼往開來

走第二個五十年，有祢、您同行 戴德正　校長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譚瑞生

有

隨

第十九期

二零一四年四月

第十九期

二零一四年四月

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在教育的路上走了

五十年，我們還很年輕。但在經驗金禧校慶的每一

個環節時，我相信參與者都會感受到聖公會鄧肇堅

中學師生所承傳的優秀傳統——追求卓越和悉力以

赴的精神。為此我們再次感謝先哲前賢為學校建立

良好的根基，也感謝上帝在過去五十年無時無刻的

恩佑。

除了在金禧校慶的各項環節體驗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的卓越外，上年度教育局質素保證科的同工也為學

校進行了外間評核；外評報告對我們各項的工作皆

予以肯定和讚賞，並深信我們會在良好的基礎上

繼續躍進，這從我們公開試的優良成績可見一斑。

（詳盡報告可透過學校網頁閱讀）在適齡人口下跌

的情況下，本年度自行收生申請仍達 585 人競爭 41

個學位，可見學校受歡迎的程度。在此要特別感謝

我們的家長，是您們信任的一票時刻提醒我們要努

力，在優良的基礎上，繼續為同學提供更卓越的教

育；有您們與學校同行，我們將更有信心與熱情，

走學校的第二個五十年。

 

學校建校的使命除爭取優秀的成績外，更

注重學生品德的培育和人格的建立。所

以，在建校之初學校已開始籌建體育館。

我們深信通過體育和課外活動，學生能養

成團結合群、公正持平和堅毅果敢的素

質。基於這個信念和各持份者出錢出力，

自資建立的體育館於 1986 年落成。津貼學校擁有

自己的體育館在當時是走在時代的尖端，到今天，

隨著名校轉直資的潮流，擁有體育館的津貼中學更

是鳳毛麟角！我們珍惜這一切，因為這就是我們教

育的信念和堅持！

一轉眼體育館落成距今已差不多三十年，為求讓學

生繼續有完善的設施使用以達致培育的效果，學

校決定在今年下旬為體育館進行大型維修及改善

工程。建築師初步估計工程費用會達到數百萬元，

雖然費用龐大，但我們仍會本著我們聖公會鄧肇堅

中學悉力以赴的精神去完成這個計劃。深信在各家

長、校友和其他持份者的支持下，簇新的體育館很

快會和大家見面。

完善學校設施以外，我們更要感謝上主賜給同學一

群關心他們及熱心教學的老師。我時常強調，優質

的教師是成功教育的鑰匙。我不是說我們的老師已

經做到最好，但我們每一位老師都時刻願意與學生

一起成長。有這樣的一群老師及在上帝祝福的恩典

蔭庇下，聖公會鄧肇堅中學將會開創一個更豐盛的

五十年。

會互相分享父母子女相處之道、經驗等，讓家長能

得到更多資訊，協助子女發展所長，從而獲得更多

的學習機會和選擇。

希望今年各家長亦能從家教會所舉辦的活動中有所

得著，也更期待有更多的家長支持家教會的活動。

家教會各委員誠意為各家長服務，就讓我們一同努

力，使家教會更能幫助我們子女愉快地成長，活出

精彩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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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
第十九屆周年大會

會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九日（星期六）

假學校禮堂舉行第十九屆周年大會暨常

務委員會委員選舉，出席的會員甚眾，見家

長對學校事務的關切。

本會主席譚瑞生先生先行匯報上年度家教會

舉辦的活動成果及財政狀況，並致送紀念品

予卸任的委員和家長義工。新一屆的常務委

員在接過委任狀後正式履行新一年的職務，

繼續發揮家校溝通橋樑的角色。二零一三至

二零一四年度的委員名單如下：

本

主　席 譚瑞生先生

副主席 賴林錫麗女士、戴德正校長

秘　書 張佩君女士、方慰彤老師

財　政 馬美堅女士、陳黃華燕老師

總　務 姚偉雄先生、黃奕鳴女士、黎美琼副校長、黃向麗老師

編　輯 陳麗珠女士、馮錦棠先生、杜靜恩老師、區玉芬老師

聯　絡 陳劉小芳女士、王敏翠女士、黃陳慕儀老師、劉智豪老師

康　樂 李耀庭老師

家長參與水陸運會

年的陸運會移師將軍澳運動場舉行，也是

學校首次在該運動場舉行比賽。決賽日期

為2013年9月26日(星期四)。當日天朗氣清，

是舉行運動會的大好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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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100米接力比賽，共有

18位家長及三位老師參加，氣氛熱烈。

今

陸運會
水運會於2013年10月25日(星期五) 在柴灣游

泳池舉行。今年的比賽開創先河，首度邀得

家長參賽。家長所參加的項目是3x50米接力

賽，共分三隊進行競技。除了參賽的六位家長

外，其餘參賽者還包括舊生、老師及教練各一

人。

水運會



中一家長黃昏茶敍

年中一家長黃昏茶聚於2013年11月15日舉行，

當晚家長出席率達八成。家教會當晚亦邀請了

林副校長及黎副校長主持答問環節，回答有關學生在

校規、學業及紀律方面遇到的問題，家長從中了解不

少值得關注的事項。家長於提問環節時反應熱烈，兩

位副校長解答了接近二十條問題，是次活動才完滿結

束。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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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家長夜及
專題講座

學 年 的 中 一 家 長 夜 於 2013 年 10 月 4

日 ( 星期五 ) 晚上舉行，首部分為班主

任與全班家長會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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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聚精會神地聆聽。

於答問時段，家長都踴躍向翁先生發問，希

望能明白有效建立子女學習能力的方法。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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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師節敬師節
年要感謝一班熱心的義工家長，

為敬師節設計和準備禮物給本校

的老師。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日（星

期二）由家長教師會主席帶領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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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親手製作的彩珠筆筒，以表達對

老師們的敬意。

今

中五及中六家長
黃昏茶敍

年的中五及中六家長黃昏茶聚，在2013

年11月18日(星期三) 下午6時半舉行。

當晚共邀請了一位家長(劉小芳女士) 及三位

中六同學(洪珮珊、余俊賢、陳偉安)作為分

享嘉賓。各同學分享了他/她們備戰中學文憑

試時的心路歷程，以及如何看待考試成績﹔

而家長亦分享了她如何了解孩子的需要，在

旁默默地給予支持。出席家長從當晚的分享

中，對於如何協助孩子面對考試壓力，獲得

不少寶貴的意見。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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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專題講座

晚家長都踴躍出席，大家

都渴望獲得更多輔導孩子

方面的意見。講員特別提到，

學生在中學除了盡量打好語文

基礎外，最重要的還是學習自

律和自制。講座完結後，由副

主席林錫麗女士代表家教會向

余德淳先生致送紀念品，以表

謝意。散會時，一些家長還意

猶未盡，向余德淳先生繼續提

問。

當

家長興趣班 新年掛飾

日期：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一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1:30至下午1:30

地點： 學校1/F家長資源中心

參加人數： 16位

導師： 劉麥婉玲女士 (家長義工 )

題目：培養孩子的自尊感

日期：2014年2月28日

時間：6:30-8:00 pm

講員：余德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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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投稿家長投稿

想我兒剛升中六，獨自面對龐大的考試壓力。

作為母親的我，真是愛莫能助。見他每天晨早

起床回校上課，放學後補習，晚上還要溫習功課。

每天只能小睡數小時，食量又少。整個人變得消

瘦、憔悴。

為人父母，試問有誰不想自己的子女順利考入大

學。但見他如此辛苦，我的心也在痛。由於他是選

讀三科副修科，我曾經勸他放棄其中一科，不要

太勉強自己，盡了力就算啦，畢竟健康才是最重要

的。但他卻堅持赴考全部科目。

到了考試的日子，他緊張到幾乎甚麼也吃不下，我

只好每天早上為他準備一個公仔麵，盡管這樣不太

健康，但總好過甚麼都沒吃。我雖然每天都好想知

道他考得怎麼樣，但都不提不問，以免加重他的心

理壓力。

放榜前，我已經清楚知道他的意向，同時亦估計到

他的成績不太理想。放榜日，他拒絕我跟他一起回

校領取成績單。放榜後，他來電告知，雖然各主

修科成績都能達標，但只有十七分。以這個分數在

大學聯招中獲取錄的機會極低。放榜第一天，他獨

回

回想我兒剛升中六
自報了幾個高級文憑和副學士課程。回家後跟我商

量，第二日在我陪同下報了三個學位課程。好快就

被兩個副學士課程和一個學位課程取錄。隨之而來

的就是繳交留位費，每個五千。雖然這三個都不是

他想讀的學科，但當時他真的很想繳費，以騎牛搵

馬的心態，等待一個心儀學科的取錄。經過我的提

點，並再三考慮和分析，與其胡亂修讀一個沒興趣

的學科，倒不如再重考一次。所以我們最終決定放

棄繳費，等一個想讀的學科取錄。其實這個決定真

是不容易，好多人都寧願先留位再等，正所謂「有

殺錯、無放過」。

幸而最終得到樹仁大學取錄修讀中文系，實現他將

來成為教師的夢想。

我覺得如果真的想幫助子女，倒不如：

1. 管理好自己的情緒，以平常心去面對考試成

績，不要給子女造成太大的心理壓力。

2. 就算成績真的不太理想，都不應該胡亂修讀一

個沒興趣的學科，費時失事。

3. 多與子女溝通，了解他們的意願，適當地提出

意見，幫助他們自己作出抉擇，切忌給他們拿

主意。

港人口只有七百萬人，每年遊戲產業只有十億

港元，其中以手機遊戲（Apps）增長最快。

香港本土遊戲公司約有五十間，從事遊戲產業從

業員約兩千人，職位包括：遊戲設計、美術、程式

設計、宣傳、客戶服務、產品銷售、遊戲管理員

（Game Master）等。

眾多工作之中，以遊戲管理員最為特別，俗稱GM

的工作人員，會以神秘身分存在於虛擬的遊戲世界

中。他們擁有不少特別能力，可以穿越遊戲世界任

何關卡，甚至可以擁有不死身，是遊戲玩家又愛又

恨的工作。但其實GM的真正身分是遊戲世界糾察

員，他們日常的工作也十分忙碌，他們不但要負責

監察遊戲世界的漏洞，也要維持遊戲世界公平性，

甚至幫助遊戲玩家解決問題，其實只是網絡世界的

客戶服務員。

香

遊戲產業的前景及前途

根據香港遊戲產業協會資料，程式設計人員最多是

香港大學及科技大學的畢業生，他們薪金約為一萬

五千港元至三萬港元左右。其他的崗位，包括二

維、三維美術、遊戲設計及市場宣傳都沒有要求指

定學歷，但遊戲公司通常會選擇有熱誠及有創意的

年輕人。

遊戲公司因應不同的職位，其上班時間及工作要求

都有所不同，例如市場部，可能要在特別的假期推

廣產品；又例如測試部門，產品推出之前可能要加

班工作，其他的部門則五天工作，每天朝九晚六。

遊戲產業是未來主流娛樂的重要一環，只要你有

熱誠、有創意，相信能為香港創意產業創出一片天

地。

劉小芳 （畢業生陳偉安 家長）

陳麗珠* （1D學生 施誠豐家長）

*資料提供者施仁毅先生是「香港遊戲產業協會」主席及「創意香港」智優計劃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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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旅行日2013旅行日

教會一二至一三年度周年旅行於四月廿八日(星

期日)舉行，參加人數踴躍，行程豐富，大家盡

興而歸。

當天早上，過百參加者齊集校園，乘坐旅遊車直達

南生圍濕地，參觀山貝河、生態徑、檸檬桉樹林、

蘆葦草叢、紅樹林等，景色宜人，不愧是郊遊和拍

照的好去處。

觀賞過美景之後，大家乘車往中文大學享用自助午

餐，餐後家長和小朋友，在綠樹林蔭的百萬大道上

玩耍、散步，不亦樂乎。大會把握機會，在開濶的

大學校園拍攝集體照，以作留念。

下午的景點是錦田鄉村俱樂部，各家庭各適其式，

進行親子活動，共享天倫之樂，好一個愉快的星期

天。

家

2014
燒烤同樂日

會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九日(星期日) 舉

行周年旅行，各會員在輕鬆的行程中，

彼此交流教育子女的心得，聯繫友誼。

在晴朗的早上，一眾家長、教師、學生在學校

禮堂集合，乘坐旅遊車到新界馬鞍山吐露港

海旁的海天白石俱樂部。在旅遊車上，家教會

的委員為參加者準備了不同的節目，例如智力

題、家庭抽獎等。當中不少獎品更是委員親手

本
製作，串珠筆筒、掛飾等盡顯心思，大家反應

熱烈，加上農曆新年將至，氣氛更為熱鬧。

　　

大家除了享受燒烤的樂趣外，更可進行各類的

娛樂活動，如自費打高爾夫球、踏單車、放風

箏等，各人樂在其中。從俱樂部更可遠眺八仙

嶺群峰及船灣淡水湖大壩，遼闊的景緻實能一

解日常繁忙生活的壓力。

2014
燒烤同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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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長教師會向來都是家校溝通的重要橋樑，

於本年度積極籌辦多元化的活動，讓家長

藉此了解子女的學習環境，更可以交流教育子

女的心得，箇中的體會對於見證子女的成長，

相信有莫大的幫助。

家教會致力提供不同的分享平台，其中「中一

黃昏茶聚」增加了班主任面談時段，讓家長坐

在子女學習的課室，親身感受校園的氣氛，對

於新加入肇堅校園的家長，體會至深。家長義

工亦於百忙中抽空協助，以過來人的身份解答

各種疑問，見家長互相幫忙的可貴。「中五、

中六黃昏茶聚」則照顧到高中家長的需要，面

對多變的公開考試，家長的憂慮不比學生少。

透過教師、家長和畢業生的分享，給予高中家

長和學生正面的資訊及鼓勵，為學習的道路增

添了正能量。除了分享會外，家教會亦舉辦了

大旅行、家長興趣班等活動，讓家長可以輕鬆

投入校園生活，凝聚歸屬感。寄望家長繼續支

持餘下的活動，發揚家校共融的精神。

　　

隨著家長資源中心於本校一樓正式開幕，相信

於未來的日子，家校合作將更緊密，共同為肇

堅的學生營造一個更好的成長環境。

家

財政簡報財政簡報

家長教師會2013/14年度財政收支簡報表

(截至2014年2月)

$

收入合計：
 74,031.00 

支出合計：
 61,731.70 

銀行及現金結餘：  169,544.01 

2012-2013年度

家長義工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1 王淑燕 2B 王洛軒

2 謝仕華 2C 周晴恩

3 羅嘉偉 2C 鄭皓鈞

4 吳鶯鶯 3C 杜欣穎

5 賀朝陽 4E 鄧文傑

6 梁金妹 4E 黃潔盈

7 李美芝 5C 鄭鎮烽

8 汪清 5D 劉安娜

9 邱琼芳 5E 孫兆嵐

10 黃奕鳴 5E 方菁蓁

11 鄺允玲 6B 蘇玉盈

12 黃麗萍 6D 劉知皓

13 謝鈺連 剛畢業 興偉程

14 麥婉玲 已畢業 劉啟宇

15 鄺內嬌 已畢業 黃梓陞

16 黃柳芬 已畢業 陳穎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