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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家長教師會季訊 2010 年春
為 了更有效地促進學校與家長之間的聯系，發揮家教會作為家長及學校之間的橋樑，除了
一年一度的會訊外，將增加每三個月一期的季訊，並以附件形式夾附於通告內分發給各同學，務求
所有家長對本會之活動及將會擧行之活動有更清晰之了解。另外，為方便個別家長不同的需要及增
加溝通的渠道，本會亦提供以電郵方式發送季訊及所有家教會活動的資料，有意採用此服務的家長
請於春季郊遊通告回條提供電郵地址，本會於收到各家長之電郵地址後，將以家長教師會之電郵發
送確認回條，往後家長獲得本會資訊將更快捷及方便。
本會於二零零玖年十月十五日之週年大會已順利選出第十一屆(2009-2011) 家長教師會執行委
員，以下為本屆執行委員名單 :

1. 2009-2011 可風家長教師會執委名單

職位 Position
主席 Chairman
副主席 Vice Chairman
秘書 Secretary
司庫 Treasurer
執行委員 Committee members
候補委員 Co-opt. Committee members

家長代表
麥廣源
吳湛森
劉麗珍、楊麗
黃順葵
蔡曉梅、林娟娟、羅振坤、
羅修亮、關國強、莫遠輝
李肖慧、陳浩平

教師代表
譚小興
伍淑儀
葉善瑜
岑婉蘋、麥耀強、劉文雯、
譚雪琪、余晴芬、程藝雄

為了方便所有家長與本會聯
系，本會除了提供電話，傳真及
電郵外，額外提供手提電話以方
便各家長與本會聯系或提供寶
貴意見。
手提電話 :
主席 麥廣源 9026 6352
副主席 吳湛森 9039 2363
電郵地址 : pta@hofung.edu.hk
電話 : 2425 3563
傳真 : 2425 9165

2. 可風家長教師會聯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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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玖年，可風中學踏入第 35 個
年頭，35 週年校慶活動重頭戲 - 開
幕典禮於二零零玖年十一月十三日
假座可風中學的禮堂舉行，當日出
席的嘉賓陣容鼎盛，除了嗇色園董
事會主席李耀輝先生，副主席兼校
董會主席黃錦財先生，嗇色園董
事會副主席黃錦發先生外，亦得
到天文台台長李本瀅博士擔任主
禮嘉賓及荃灣民政事務專員張岱
楨太平紳士光臨指導，使當日的
典禮生色不少，同日亦為可風中
學環保天台開幕剪綵，有關當天
活動照片可瀏灠本會網頁。
3.2 週年校慶活動第二波，二零零玖
年十一月十四日於校園擧行了
校園夜話 - 盤菜宴及燒烤晚
會，一眾教職員，校友，家長，
學生濟濟一堂，人數達 400 人，
極其熱鬧，當晚前校長陳昌立亦
有到場並上台致詞細說當年，氣
氛可謂樂也融融，當晚亦為家教
會 –『我們的一小步』天台苗圃
舉行剪綵，日後可給予有興趣進
行有機耕種之家長及學生作為
實踐之場地，有關當天活動照片
可瀏灠本會網頁。
3.3 二零零玖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早
上，風和日麗，一眾師生及家長
由校長帶領下，浩浩蕩蕩由城門
水塘出發，踏上『感恩朝聖』之
旅，朝黃大仙祠進發，有關當天
活動照片可瀏灠本會網頁。
3.4 『同根同心 』內地交流計劃，
一眾中二級學生由班主任及 10
名家長義工帶領分別到廣州及
深圳多處，進行了民間建築及宗
教文化文流，對嶺南的特色建
築，天主教堂，佛寺，伊斯蘭教
寺等進行了深入的了解，對華廈
文化認識更進一步，由於各同學
的配合，2 日 1 夜的行程相當順
利圓滿，有關當天活動照片可瀏灠本會網頁。

3. 本會過去 3 個月參與的活動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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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可風中學校友會主辦之 35
週年校慶晚宴是 35 週年校慶
之壓軸活動，於二零零玖年
十二月三十日假座旺角新世
紀廣場翠園宴會廳 筵開 62
席，人數之眾，場面之大，
可謂一時無兩，當晚出席者
除了嗇色園董事會一眾高層
外，還包括本會大部份執
委，現任及歴任校長，現任
及曾任教之老師，歴屆校友
等，當晚一眾校友與老師相
聚，久別重逢，細說當年，
閃光燈亦不停閃耀，爭相為各闊
別多年的師生留下此動人的一
刻，直至司儀多番提晚宴已開始，
但眾人仍無動于中，繼續爭取聚舊
的時間，場面實在感人，有關當晚
活動照片可瀏灠本會網頁。
3.6 今個學年負責德育及公民教育的岑
老師安排中四全級別的同學於二零
年二月二日前往智障學童院舍探訪，
認識智障人士的需要，以培養學生對
社會不同階層人士的關注和尊重，建立
公民教育的正確價值觀。並邀請家教會
在二、三、五、六月份找幾位家長從旁
協助同學與院舍學童溝通和察學生表現，於是，
劉麗珍、陳淑儀、黃秀麗、鍾可梅、勞麗娥、黃
順葵，六位家長便分別於二月二日和三月九日陪
同 4D 和 4C 班同學前往該院舍為智障學童舉行
農曆新年慶祝會及生日會，帶領和陪學童玩遊
戲，協助他們進食茶點。我們看見各同學均非常
細心照顧和協助那些學習，也深深地被
感動啊！有關活動照片可瀏灠本會網
頁。
3.7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九日本會首度參與
學生會舉辦的年宵活動。此乃每年在
農曆新年前的一個下午，學生會徵用
學校禮堂和有蓋操場供各班同學自
行計劃經營模式和設計攤位，淺嘗
經營之道，有盈利的話，便會扣減
40%用作捐贈慈善機構，真是相得
益彰。與家長義工商討後，便選擇
售賣甜品。鍾可梅女士製作椰子汁
芋頭西米渣渣、伍詩蘭女士烹煮薑
糖甘薯糖水、曾艷女士負責心意湯圓，
以及高淑嫻女士的 Home made 糯米糍；前家委廖女士協助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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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們訂購了一桶川龍山水豆腐花售賣。當日共有十位家長義工回校協助烹煮和售賣工作。
可信小學家長教師會也有份參與年宵活動，售賣賀年掛飾和魚旦串。而廿十幾個學生攤位均
各具心思佈置攤位和售賣各式各樣的飲料、小吃、小飾物和玩偶等。 家長們被四周同學們此
起彼落的兜售吶喊聲感染，也不甘示弱落力叫賣起來。許多同學早已兌換代用卷，跑來跑去
盡情在這兩小時內搜尋喜好的食物和飾物，禮堂和有蓋操場一片鬧哄哄的。除了伍校長、陳
副校、蔡副校、一些老師到場幫襯，有幾位嗇色園的校董竟也來湊熱鬧呢！我們衷心希望學
生會來年繼續邀請家長參與年宵活動，與學生們打成一片。有關活動照片可瀏灠本會網頁。
3.8 在年三十晚的葵涌運動場「年宵市場」
，可風中學學生會的「風頭虎勢」攤位，我們看見有同
學在攤位內運用三寸不
爛之舌、有同學在對面
的路傍站立在椅子上高
舉手持的『虎爪』、『福
虎』等布偶呼喊，有同
學持著自製『金沙』絲
帶花朵跑來跑去向逛年
宵的人兜售，同學們簡
直忘我投入、高漲情
緒、埸面異常鬧熱和感
動。可風中學辦學三十
五年來，學生會首次帶
領同學們闖出學校，踏
入社區直接面向公眾，
初嘗年宵市場經營之經
驗。在整個籌劃過程
中，他們向校長、老師、各級同學、家長、校友會和教長教師會推銷計劃籌募經營資金，以
至向家教會尋求家長義工協助照顧「年宵攤位」，以填補同學因上課不能當值的時段，都獲得
家長們全力支持的。我們認為可風同學從實際社會營商經驗中，有助同學們學習面對各種應
變技巧和人際關係溝通和協作，更達致投入日常課堂的學習。有關活動照片可瀏灠本會網頁。
校方已撥出禮堂後方一房間作為家長教師會資源室，日後可作家長教師會及家長義工於校內
活動時的後援，現正籌劃設施的完善及佈置，並打算向各家長募捐物資於資源室使用，需要
向各位家長或有心人士募捐之物品包括：雪櫃，椅子，書架，儲物櫃，儲物架，電腦，電視
機，音響組合，DVD 機，各位家長或有心人士如有意捐出上述物品可以電郵或電話聯系本會，
有關募捐物資事宜詳情亦將另發通告。
4.2 由政府及本會資助的家校合作之歷奇活動，暫定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八日舉行，有關詳情將
派發通告，望各家長鼓勵各同學們踴躍參加。
4.3 由學校撥出部份天台給予家教會進行 –『我們的一小步』天台苗圃活動，本會打算招募對有
機耕種有認識或有興趣之家長，於天台進行有機耕種，如有需要可能會安排有機耕種的課程，
目前希望收集各家長之意見(包括運作方式，種植品種…等，亦同時招募有興趣之家長，請各
有興趣之家長以電郵或電話方式聯系本會，並留下聯系資料，待活動正式展開時通知各有興
趣之家長。
4.4 家長聯歡活動 - 為了加強各家長與校方的溝通， 本會安排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八日於校內舉
行家長聯歡燒烤活動，同日除燒烤外亦打算安排其它集體遊戲或競賽，有關集體遊戲或競賽，
歡迎各家長以電郵或電話聯系本會提供建議，屆時將誠邀校長及各老師出席，家長及老師歡
聚一堂，盡情吃喝玩樂， 有關詳情將於稍後時間派發通告，望各家長踴躍參加。

4. 本會未來 3 個月的活動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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