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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最後得到家長的熱烈支持。有家
長甚至提出即使學校停課也應如常舉
行，因為活動對學生有很深遠的教
育意義，加上整個活動是在禁閉和極
度安全的環境下進行，學生感染豬流
感的機會很低。家長的支持，使我非
常感動，對我們來說好比注射了一支
強心針。事後亦有學生寫信給我說：

「校長，你可以有千百個理由放棄舉辦
這個訓練營；但堅持舉辦這個訓練營的

唯一理由是：校長你愛我們這群學生，你
希望透過這個訓練營，改變我們懶散、漫

不經心的態度，讓我們明白現今社會競爭激
烈，我們必須力爭上游，才能成為社會出色的

一群(人)。」「在來自各方的壓力下，校長依然堅
持讓我們接受訓練，讓我們有機會透過活動，明白失

敗並不是絕路，最重要是學識「在那裏跌倒，便在那裏站起
來」，這句話已經成了我們衝破難關的動力。」多麼懂事的學生
啊！我們這個活動的決策過程，對學生來說，確實起了「擇善固
執，鍥而不捨，永不言棄」的示範作用。

在家長和同學的支持鼓舞下，我們最終克服了重重困難和種
種壓力，於6月26日帶領164位中三學生前往廣州花都接受訓練。
其間只有十位同學出現身體不適或在活動中受了點傷，當中3位學
生有輕微發燒，他們都得到老師和家長的悉心照顧，病情和傷勢
都有好轉。 

整體來說，學習營是成功的，同學都有良好的表現，並加強
團結，增進了解和友誼。同時經過深刻的學習體驗和反思，他們
都認識到自己的缺點和不足之處，也找到了奮鬥的目標。他們承
諾要為學校多作貢獻，並爭取更好的成績。正如同學們說：「在
今後的日子裏，我們必定會飲水思源，以身作則，為我們的學弟
學妹樹立好榜樣，並且在每次的公開考試中爭取更好的成績。」
他們都認為訓練營的歷練，是他們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捩點。看到
同學有這樣大的醒覺和成長，我相信不單我們教師，也包括家
長，心底裏都有說不出的欣慰，即使籌備活動的過程多麼辛苦，
也是值得的。這難道不是家校合作，家長積極參與學校教學活動
的成果嗎？我熱切期望和歡迎家長多些參加學校的教學活動，積
極支持學校一切有利於學生成長的改革，讓家校合作在可風中學
繼續發展，創造輝煌成就。

隨著香港教育改革不斷深入，加上
大眾參與社會事務的意識日漸增強，家
校合作共同推動學校教育改革，已廣泛
地成為社會的共識和常規。本校家長參
與學校事務，角色亦越來越吃重，學校
很多大型的學習活動，如果沒有家長的
支持、協作和參與，相信也難以順利舉
行。2008年初春，學校曾組織800多名師
生赴廣東韶關交流學習，其間家長的參與
及協助領導，使活動圓滿舉行，這是一個很
好的例證，在家校合作上，也是一個創舉。

2009年家校合作，在學校的教學事務中，
也繼續發揮著關鍵性的支援作用。為了推行6年
一貫中學新學制全面發展學生的政策，校方已決定
為中三級，也是首屆新學制學生在6月底期考完畢後，
赴廣州花都武警消防訓練基地進行「領袖和生涯教育」活
動，全面地為同學訂定個人奮鬥目標和人生理想，幫助他們面對
在升讀新高中後所遇到的困難和挑戰，培養團隊協作精神，奠定
良好的心理素質基礎。為此，校方在香港教育局家校合作組的協
助下，於4月先與廣州組織單位──廣州青年對外文化交流中心和
廣州市第三中學商討學習交流活動細節，同時也組織家長義工協
助帶領學生前往營地。在老師和家教會的努力下，一切籌備工作
順利進行。

2009年初，香港出現了首宗由外地輸入的人類豬流感(H1N1)
個案，隨即在社區蔓延。在汲取2003年非典型肺炎肆虐香江的慘
痛經驗，政府當局嚴陣以待，於6月12日飭令小學和幼稚園停課兩
週，而中學一經發現H1N1個案，也須停課兩週。這無疑對學校
日常運作構成很大的不便，特別是這個快要舉辦的境外領袖訓練
和生涯教育活動，是取消還是繼續舉辦，自然就成為師生家長，
包括學校最高領導的關注焦點。對我們策劃和組織是次活動的老
師，將是一次重大的考驗。

我們舉辦這次境外培訓的一個目標，就是要學生勇於面對困
難和挑戰，自強不息，不要輕言放棄。若我們因流感的危機而取
消活動，將給學生樹立一個很壞的榜樣。當然我們不是不顧一切
後果，我們的原則是：只要在出發前一刻學校沒有因出現流感個
案而被飭令停課的話，這個活動將按計劃進行，即使遇到很多來
自校內校外的壓力，也不會動搖我們的決心和意志。為此，我們
在6月18日特別舉行了家長會議，向家長和隨行的家長義工說明情  (伍瑞球校長)

家校同心
     再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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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與成敗 

 每個人自出娘胎起的每
分每秒都面臨着各類輕
重不一的抉擇，輕則選
擇穿著甚麽顏色的衣服，
重則選擇從事那一種職業

甚至決定是否接受一項有生命危險的手
術，一個恰當的決策可成就將來，但一
個錯誤的決策亦可催毀一生，所以決
策的質素足以決定一個人的成與敗。 
筆者認為決策的優劣取決於以下的要素:

(1) 環境感知 (Sensing of Environment) 
對所處環境的充分理解為優質決策的
先決條件，個人須不間斷地通過五感 
(即視覺、聽覺、味覺、嗅覺及觸覺)
去理解所處環境的特質和監察當中的
變化，並在需要時作出適時的決定。 
時下部份青少年過分沉迷於虛擬世
界，對身邊發生的事不聞不問，甚至
感知不到自身需要因應所處環境的變
化而作出抉擇，更遑論決策的質素。 

(2) 知識應用 (Knowledge Application)如
缺乏廣博的知識，在環境感知過程中
所收集的資訊只淪為一堆沒有意義的
符號，對決策過程沒有任何幫助甚至
適得其反。舉例來說，紅色對中國人
的含意是幸運及喜慶但在西方世界卻
代表危險，相信各位不難想像如果生
於明朝時代的人在時空逆轉的情况下
初次使用交通燈會出現甚麽的情况。 

(3)  批判性思考 (Cri t ica l  Think ing ) 
處身於資訊泛濫的年代，若缺乏批判
性思考去對身邊的事物作出嚴謹的
理解和分析，很容易便會被誤導，
嚴重的可能會跌入語言的陷阱，甚
至墮入騙局，成為別人利用的工具。
批判性思考大致上包含以下的要素: 
•分辨事實與主張

 •判斷資料的可信性
 •判斷事件的真實性
 •察覺事件中存在的偏見
 •認清某一推論的邏輯性

(4) 情感和逆境商數 (Emotional and 
Adversity Quotient)筆者於六月下旬
以家長義工身份隨隊往廣州花都舉行
的新高中領袖訓練營，該訓練營相當
成功，學員都學會了反思、感恩及協
作溝通等技巧，但當中與情感和逆境
商數有關的環節確實值得我們反思和
學習。在六月二十八日當天，學員在
攀牆的活動中初嘗失敗，部份學員在
隨後的反思討論中傷心痛哭，把寫
有“失敗”兩個字的字條貼在玻璃牆
上，並竭斯底里地嚷着要把字條撕
掉，筆者認為學員與其纏繞在寫有 
“失敗”兩個字的字條上，不如心平
氣和地去研究一下玻璃牆上倒影着的
他們在活動中為何失敗及找出解決問
題的方法。以下是當天筆者離營時在
開往香港的火車上向仍在營中的女兒
發出的短訊供各位作散發性的思考:

"音樂、舞蹈及導師的語言
起着催眠的作用，影響你們的
情緒，雖已達到令你們學會反
思及感恩的目的，但這些在三
年前已做過了，這次不需要反
覆地不停再做，帶來大量不必
要的負面情緒，持續的負面情
緒是對身心發展有害的，今天
你們的反思會像追悼會一樣，
只對以往的事埋怨自己及空喊
口號，沒有實質的提升。舉例

『2008-2009中三級境外
    交流及素質培訓』

說，今天你們的反思應學會把失敗的負
面情緒轉化為正面的情緒、動力及行
動；所談的應是詳細分析失敗的原因，
然後訂定可行的計劃，再作出精準的攻
擊而取得勝利。 人生存除了學習知識外
還要學習其他無數的生存技能，我定義
人生是從出生到死亡的一連串決定，每
個決定的質素決定了每一個人的成敗，
除了要學習批判性思考外，怎樣避免負
面情緒影響我們決策的質量也很重要，
不要輕易被朋輩及身邊人們的情緒綁架
自己，才是致勝之道，但請緊記此道須
要有嚴密的思考、廣博的知識、周詳的
計劃及勇猛的攻擊才能成功；不能只纏
繞過去的事而過分自我責備，空喊口號
而不作為! 這次也值得我們反思，其實
他們開始時做得很好，成功地讓你們學
會反思、感恩、協作及溝通，但因沒有
自我提升，導致今天技窮的局面，他們
不但未能提升第二次或以上參加的學生
的技能，反而可能帶來負面的影響。有
一樣東西叫持續性學習，切記!〞

委員羅振坤博士

『2008-2009中三級境外
    交流及素質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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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榮幸能在六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
日期間，跟隨中三學生前往廣州參加為期
五日四夜的「2008-2009中三級境外交流
及素質培訓」。校長和老師在百忙之中抽
空籌辦是次活動，並積極參與其中，與眾
同樂。學生在校方的鼓勵下亦完成了很多
看似『不可能的任務』，使我充分感受到
師長所付出的努力、關懷和愛護。期間，
我深深感受到校長壓力之大，由於當時
H1N1病毒正在肆虐，校長願意肩負如此
重責，實在難能可貴。

而另一方面，我認為是次活動仍有一
些可改善的地方。若校方再次舉辦同類型
的活動，可考慮增設隨行醫療人員，為學
生提供適當的醫療服務和護理。

在此次學習營結束後，可風師生將接
受另一個挑戰––學校於新學年取消精英
學制。起初，我對學校的決定感到困惑，
但經過家教會會議上校長和老師的講解，
得知學校為使學生在各方面得以均衡發
展，以達全人教育的目的。本人期望此政
策在校長和老師的帶領下能夠取得成功，
並做得更好。

家長郭均安

『創意思維』活動 乃是本會歷年來資助項目，2009年度
『創意思維』活動競賽由香港青年協會、教育局主辦，香港教
育學院、優質教育基金贊助。香港地區賽，可風中學的同學再

次展示他們的高度協作的團隊精神和無限創意，在第二組別“地球之旅”榮
獲第一名，並於五月下旬代表香港前往美國愛荷華州參加世界總決賽；跟來
自多個國家之56隊的冠軍隊伍競逐世
界冠軍的殊榮，最終我校同學表現優
異，獲得世界賽第四名。而參加第三
組別“地球之旅”的隊伍也獲香港地
區賽第四名之佳績。

在剛過的學年，學校舉辦了中三全級學生到廣
州交流及訓練的活動，而本人也是這次活動的家長義
工。回想活動第三日的下午，老師及家長義工一行十
多人到達了廣州花都武警學校，就看到非常感動及振
奮的畫面了。那時正進行一項名為「勇闖高牆」之活
動，在三十多度的高溫下，所有學生汗流浹背，渾身
濕透，然而他們都能表現出不怕艱辛、排除萬難、同
心協力的精神，一個疊一個的，迅速爬上高臺，並於指定時間內完成約二百名學生攀過
高臺之創舉。在旁邊觀看的不論是校長、副校長、老師及家長義工，無不手舞足蹈，並
高興得跳起來，而我則差點兒感動得流下淚來啊﹗其後兩天，則由武警長官教導學生步
操，目的乃訓練學生學習紀律及服從的重要性。

總而言之，這次體驗活動對中三年級的學生來說，實在是上了難能可貴的一課。
當看到學生們配合手勢唱出「感恩的心」時，場面實在令人動容呢！而值得一提的是校
長、副校長及老師，他們全程投入，不辭勞苦，盡心盡力地辦好這次活動，使得以順利
進行，作為家長的我，真的很感謝你們﹗

 家長鍾可梅

教練員：譚小興老師
參賽成員

第二組別 第三組別
3B林倬弘 6A曾思琴
2A潘永衡 6A黃美玲
2A鄧凱鍵 6A蔡漫凝
2A謝景俊 6S林詠欣
2A汪嘉俊 3B何依靖
2D劉泓顯 3D劉詩穎
2D孫煒然 1A方祉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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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講座
為擴闊學生和家長的視野，家教

會曾多次舉辦「名人講座」，邀請傑出
學者如極地生態探險家李樂詩博士(Dr. 
Rebecca Lee)、諾貝爾經濟學得獎學人
Professor Sir James Mirrlees、香港理工

大學工業中心總監黃河清
博士、傳播界名人鄧藹霖
女士及盧冠廷先生等，與
學生和家長分享經濟、創
意科學、子女培訓和環境
保護等對社會的影響。

可風中學踏入第三十五週年，回顧過去五年，家教會不斷為家校合作這
目標而努力，並以學生的利益為大前題，團結家長的力量，與學校保持緊密
的協作關係，支持學校發展，攜手為我們的學生造就一個切合他們需要的學
習環境。
過去五年，家教會舉辦和參與的活動，都非常值得與大家分享：

三十週年校慶
在三十週年校慶期間，凌校長帶

領本會成員、家長義工及老師，在綜合
文娛晚會的舞台上，攜手表演功夫扇
舞，贏得台下熱烈的掌聲及歡呼聲；在
學校的三天開放日裏，本會的「書籤製
作」攤位，吸引了無數到訪的人士留
連；在步行籌款暨嘉年華會，本會的
「拋磚引玉」攤位遊戲，在短短兩三小
時內也為學校籌得千多元，此事至今，
大家仍然津津樂道。

家教會過去五年的回顧及展望 活動回顧
05年家教會會徽正式誕

生，這是從434份學生參賽作品
中評選出的冠軍作品。同年在
校方I.T.組的職工全力協助下，
家教會的網頁也相繼面世，家長
可以隨時在學校的網絡內，閱讀到本會最
新的家長通訊和活動花絮。

為了更有效推展活動，兩年前本會的
家長委員由九位增加到十一位，去年老師
委員也相應由八位增加到九位。

06和07年在前任主席李卓怡先生和伍
瑞球校長穿針引線下，家教會與可立中學
家長教師會聯辦『子女成長』和『關注環
保』親子工作坊等聯校交流活動。

自06年起，為了強化初中級別家長與
學生的親子關係，每年家教會都舉辦不同
主題的歷奇活動。透過人際關係遊戲、定
向追蹤、羅馬水砲戰、竹筏製作、石牆攀
登、射擊等富挑戰性的多元化項目，促進
彼此間的了解、體諒和團結，故得到家長
和學生們一致好評。

07年度和08年度家教會參與嗇色園學
務統籌處協辦之『視像自學心肺復甦法訓
練』，分別有27和22位家長成功考取到有
關急救證書。

除此之外，每年春天家教會必定安排
一次老少咸宜的師生、家長郊遊活動。每
次的行程總會帶給大家不同的驚喜，如參
觀懲教博物館、天壇大佛祈福、遊心經簡
林和大澳水鄉、參觀南蓮園池、屏山文物
徑及展覽館，今年我們更帶大家體驗打高
爾夫球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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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義工
六年前由十多位熱心家長發起的家長義工隊，至今人數已增長至

六、七十人。義務工作之性質，從服務學校的圖書館如推行學生自學
計劃、閱讀計劃，以至協助推動校內的活動及境外活動等，再擴展到
走入社群，服務長者及其他有需要人士。

數年前新教改方案尚未實施，校方已推行『學生自學計劃』，
引入家長義工協助鼓勵學生主動學習，以配合「終身學習」的教育理
念。顯而易見，學校具備前瞻性，比其他學校更早體現家校合作的一
面。難怪有幾位家長義工，雖然子女已畢業離校，仍舊回校為圖書館
服務，也由此可見家長對「可風」這個大家庭的歸屬感。

06年的端午節，本會招募了五十多位家長和學生，連同劉文雯
老師、伍瑞球校長合力包裹了上千隻迷你「一葉糭」，送贈嗇色園轄
下的南昌邨長者中心的一百位老人家。學校的中樂團和民族舞蹈組的
同學也拔刀相助，當天表演助興以娛長者。09年的端午節，我們再次
舉辦包裹糭子活動，雖然只能安排在星期一進行，但仍有二十多位家
長和學生參與，包裹了一百五十多隻糭子，由學生義工贈予「仁愛之
家」的受助人士。

在07和08年嗇色園籌辦的『和諧家庭之長者嘉年華會』活動，也
專程選址於可風中學進行，讓家長和學生有機會跟一些長者義工，合
作籌備一連串的表演和攤位遊戲，款待來自各區的數百位長者，以體
驗長幼共融的精神。長者滿足的笑臉裏，流露出興奮和喜悅，還有家
長和學生對長者的熱情款待，這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

08年1月，為協助全校九百多名師生往韶關，進行三日兩夜生活
體驗學習交流，本會招攬了四十多位家長義工，共同參與學校此項
創舉，這真是一個難忘的經歷。09年6月底學校又安排中三全級五班
學生，前往廣州花都武警訓練基地，進行五日四夜的培訓活動，本會
亦組織了11位家長義工隨行，協助老師照顧學生和協助評估學生表現
等，再次感受到家長之積極和熱誠。

為鼓勵更多的同學加入義工行列，由07年起學校參加了社會福利
署的『義工運動』，成為其中一員。08年度本校三百四十多位家長、
師生義工累積服務時數達一萬一千多小時，獲得團體嘉許金獎，而分
別獲得嘉許金、銀、銅獎的家長、校友和學生共有118位，當中家長義
工佔41位。其實服務時數之多寡並不重要，最可貴的是大家有機會參
與義務工作，使校園匯聚一股行善風氣，造福社會，惠及家庭。『關
愛』能維繫家庭和諧，而『和諧家庭』是鞏固孩子們成長的基石。

06年起學校邀請本會派遣四位家長代表，連同兩位老師和兩位學
生會代表組成「食物監察小組」協助學校監察午餐供應和小賣部之運
作。

總 結
總括來說，學校和辦學機構「嗇色園」，不斷提供環境鼓勵家長

參與學校的各種活動，對家教會的信賴是有目共睹的。加上家長校董
於2004年起被教育局定位為家長法人代表，更顯示出家長融入學校的
重要性。事實上，在此制度定立之前，我們的辦學機構「嗇色園」一
直都有邀請家教會主席出席學校董事會，其開明態度可見一斑。

展 望
繼往開來，今年暑假本會「資源室」基本裝修工程已完成，學校

新翼天台環保園圃亦已設立，我祈望家教會未來的工作，能凝聚更多
家長義工回校，切實地讓家長和學生們各展所長，齊心協力開拓這個
互相學習的平台，與學校一起肩負持續發展家校合作的責任，為我們
的下一代創建豐碩人生。  

委員劉麗珍女士、校董麥廣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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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中一新生家長認識
學校午餐供應的運作模式和食物素
質，食物部監察組於分班試當天安

排家長試食午餐。
2009-07-14

冬至盆菜宴 2008-12-19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本會舉辦
『冬至盆菜』宴，當晚校長、老師、家
長和學生聚首一堂，在昌立堂高高興興
一齊過冬。家教會委員蘇得位先生雖然
身體抱恙，仍然為我們籌備盆菜聯歡晚
宴，可謂盡心盡力。當晚除可享受盆菜
美食，還有中樂表演、幸運大抽獎呢﹗
大家在歡樂和諧氣氛下渡過一個愉快的
晚上。再次感謝蘇先生捐贈當晚抽獎禮
物！

Amy(謝景俊家長)

『體驗打哥爾夫球樂趣』之旅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五日，那是一個風
和日麗的早上，校長、老師、家長和學生
共一百二十人，齊集於荃灣鐵路站外的巴
士等候區，參與『體驗打哥爾夫球樂
趣』之旅。

當日早上九時便出發了，兩輛旅
遊巴士載著參加者途經城門隧道沿著
吐露港公路，先往大埔船灣哥爾夫球
訓練習場。剛抵步，由於時間尚早，
未有球道可供使用，各人先到四周參觀，
並在球場的特色景點拍攝團體照片呢！隨
後大家被分配到二十條球道，齊齊體驗打
哥爾夫球的樂趣。其中未曾接觸過哥爾夫
球的，都專心地聽取教練示範及講解，而
有所認識的則三數人圍在一起揮桿作樂，
享受其中。一個多小時的體驗很快過去，
大家都對哥爾夫球認識加深了，而初接觸
哥爾夫球的家長更有感這是一項易學難精
的運動呢！

離開哥爾夫球場
後，便前往香港中文
大學參觀。到達後，
眾人先在大學標誌前
來一張大合照，之後
各自尋找喜愛的地點
參觀及拍照﹕有的參觀百萬大道旁的文物
館、有的欣賞各院校的特色建築、有的尋
找高曠的地方遠眺對岸烏溪沙的景色……
午餐時間到了，大家於大學內的餐廳享用
美味自助餐。餐後更有各人期待的幸運大
抽獎––有令人皆大歡喜的益智遊戲禮
品，也有師生合用的數碼記憶手指等特色
獎品。

餐後我們往上水河上鄉塱原濕地農莊
參觀，農莊內設有各項遊樂設施，其中全
港獨有水上步行球、趣怪人力車、電動機
械馬及電動越野車，各人都玩得很愉快。
另外農莊還有有機農耕地、錦鯉池等設
施，而同學更親自餵飼草羊，可謂樂趣無
窮呢!而最快樂的事情莫過於八元任食豆腐
花和任飲豆漿呢！一天的旅程很快便到尾
聲，大家都帶著滿足愉快的心情回家了。

委員 林樹根

與校長真情對話  2009-03-28 

家長對新高中學制的教與學、學生
的升學前景、學校如何作好準備等有關
子女學業問題都非常關心。伍校長和家
長交流，真情對話，聽取家長的意見。
當天有三百多位家長和學生出席。

有20多位家長和學
生參與裹糭活動

可風心糭傳『仁愛』2009-05-04 

嗇色園廟會    

我 實 在
非常慶幸可以成為

可風中學的家長，常聽到
親友、同事口中讚賞女兒所就讀的第一
組別中學。在這優質的校園中，若我們能
有更多積極參與活動的家長義工的話，則

更使我們增添一份投入、滿足和光榮感。記
得有一次，我參與了黃大仙誕的義工活動，負

責主持攤位遊戲。過程中，我看到老師、家長
義工和學生皆傾盡全力，做事有條不紊，真是令人
鼓舞。其實我們只需付出少許時間，便可令他人
受惠，何樂而不為呢﹗若你身處其中，看到參

加活動的市民面上流露出感謝的笑容時，你
一定會很想參與其中，成為家長義工的

行列。大家快來參與吧﹗
芳芳(陳芷晴家長)

嗇色園於2009年09
月26日和27日在黃大仙祠廟會

廣場舉辦「廟會」免費招待公眾人
士，並邀請本會家長義工協助兩天活動

進行，最後有29位家長、校友和同學義
工支持參與。同時，本會額外招募了11

位家長義工協助學校負責之遊戲
攤位營運。」

08-09年度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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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義工交流工作坊
2008-10-11 
2009-09-12

歷奇活動『鷹隼狙擊』2009-05-17 

家教會在學校舉行射擊活動那天， 一
大清早已有很多同學和家長齊集校園。活
動還沒有開始時， 大家都表現得很輕鬆。

活動開始了，同學們見到工作人員將
槍械放在枱上時，都非常興奮，恨不得馬
上就開始射擊。不過，當工作人員講解安
全規則時，他們也乖乖地聆聽；遇有不明
白的地方，在旁的家長和工作人員便會馬
上為他們解答。

在天臺的分組熱身練習時，大家的心
情並沒有因天氣炎熱而鬆懈。第二個活動
是巷戰追擊，有些家長的表現比同學們還

荃心抗毒展
關懷家長工作坊

2009-02-09

探訪獨居長者家庭
2009-01-22

電影欣賞

『隱形的翅膀』
2009-02-09

嗇色園廟會    

我 實 在
非常慶幸可以成為

可風中學的家長，常聽到
親友、同事口中讚賞女兒所就讀的第一
組別中學。在這優質的校園中，若我們能
有更多積極參與活動的家長義工的話，則

更使我們增添一份投入、滿足和光榮感。記
得有一次，我參與了黃大仙誕的義工活動，負

責主持攤位遊戲。過程中，我看到老師、家長
義工和學生皆傾盡全力，做事有條不紊，真是令人
鼓舞。其實我們只需付出少許時間，便可令他人
受惠，何樂而不為呢﹗若你身處其中，看到參

加活動的市民面上流露出感謝的笑容時，你
一定會很想參與其中，成為家長義工的

行列。大家快來參與吧﹗
芳芳(陳芷晴家長)

嗇色園於2009年09
月26日和27日在黃大仙祠廟會

廣場舉辦「廟會」免費招待公眾人
士，並邀請本會家長義工協助兩天活動

進行，最後有29位家長、校友和同學義
工支持參與。同時，本會額外招募了11

位家長義工協助學校負責之遊戲
攤位營運。」

要緊張；家長們以身作則，將小組定下來
的策略嚴格執行。

在活動完結前，各人都很有紀律地聽
從導師們的指示，把散落在校園內的BB彈
逐一檢回。在總結時，導師們與學生分享
心得，並再三教導同學們紀律和團隊精神
的重要性；同學們都點頭，並以掌聲來作
回應。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高年級的同學，不
論是參加個人或團體項目，都表現得很出
色，給予學弟們很好的榜樣。

最後，多謝校長慷慨地借出學校作為
是次活動的場地。

家長曾玉塋

於2009-08-30 
中一新生家長日，本會優先為
有興趣索取嗇色園『廟會』活
動入場券的家長進行登記。

08-09年度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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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09年度家長義工隊

孔慶財 李淑嫺 關國強 梁清雲 黃翠珍

陳美美 陳敏思 王  琼 黃美娟 鄧群娣

孔繁顯 呂彤襄 翁秀珠 馬明娟 謝玉群

鄧細美 黎鳳屏 蕭韻寧 鍾可梅 麥浩林

陳玉蓮 凌倚娟 黃如意 盧潔梅 陳秀玉

蘇詠森 李玉娥 莫遠輝 陳淑儀 勞麗娥

陳少琴 譚玉貞 羅麗娟 黃秀麗 范來好

劉玉梅 王群英 陳桂芳 葉巧珠 劉麗珍

鍾彩珍 何明君 歐小蓮 香惠英

       在2008年度的『義工運動』，學校師生、家長
義工累計服務時數達一萬一千多小時，因此學校獲
得社會福利署頒贈「義務工作團體嘉許金獎」；而
本會以下的41位家長義工也個人獲得「義務工作嘉
許金、銀、銅獎」。請大家繼續支持2009年度『義
工運動』！

金 獎 吳湛森 林佩梅 劉息珍 楊美珍

陳慧嫺 羅振坤 歐陽美嫦 游秀清 何啟龍

邱嫦芳 廖瑞貞 伍佩儀 區惠娟 葉麗雯

林淑芳 伍詩蘭 林瑞光 陳杰雄 周遜豪

銀 獎 李笑玲 黎小儀 郭鈞安 陳耀華

林樹根 梁曙光 陳碧玉 麥月梅 陳志權

蘇得位 曾玉瑩 羅潔珍 曾慶秋 何慧玲

銅 獎 熊美玲 陸月娥 楊淑嫻 韓蘭芬

麥廣源 林   屏 黃黎明 高淑嫻

家教會周年大會 2008-10-17	

第十屆2007-2009年度家長教師會執委會成員：

家長委員 (2007-2009) 老師委員 (2008-2009)

林發耿先生（主席） 譚小興老師（副主席）

吳湛森先生（副主席） 岑婉蘋老師（秘書）

麥廣源先生（家長校董） 劉文雯老師（財政）

劉麗珍女士（秘書） 伍淑儀老師

羅潔珍女士（財政） 余晴芬老師

劉嘉慧女士 譚雪琪老師

廖瑞貞女士 葉善瑜老師

林樹根先生 麥耀強老師

羅振坤先生 鄧志廣老師

蘇得位先生

陳偉強先生

 

加入家長教師會已有一年，雖然日子算短，但每次所舉辦的活動卻予人
深刻印象––家長委員充滿熱誠，毫不計較，活動總是有聲有色。至於義工活
動，不論是校內還是校外服務，家長義工都積極參與，全程投入，實在令人感
動。猶記得二零零九年初，有十多位家長義工帶領學生探訪梨木樹邨和石圍角
邨的獨居長者，浩浩蕩蕩的隊伍充分表現大家的關愛之情；到了端午節前夕，
又有許多家長義工埋首學校家政室，合力包裹百多隻糉子，之後再交到學生手
裡，送給「香港德蘭修女仁愛之家」，把節日的溫暖帶給有需要人士。最後，
期望將來的日子會有更多的家長投入義工行列，把愛心傳遍社區﹗

岑婉蘋老師

2009-05-27
家長校董選舉簡介會 

2008-10-17
圖書館義工工作坊

家長義工協助中一新生英語活動班報
名。為使小六升讀中一的學生能順利接
受英語授課模式學習，於暑假初本會與
英文科合辦中一新生英語活動班。
2009-07-09 &10

編輯心聲
這是我第六次擔當編輯會訊的工作，這工作

每次都讓我有機會靜下來，回顧過去一年家教會
舉辦和參與的活動。每當看到家長義工積極參與
及推動這些活動時，真是令人十分鼓舞。

最能啟發和影響我的，是學校三十週年校慶
活動師生、家長上下一心投入各項活動時的那種
團隊精神。其後，伍瑞球校長和陳劍輝副校長加
入可風中學這個大家庭，看到他們不但對學生的
發展和成長有理想、有遠景，還身體力行，為學
生舉辦一些多元化的活動去配合。在學校活動當
中，經常看見師生毫無界限融合在一起，共同感
受活動中面對的成和敗。凡此種種，祗有參與其
中的人才深深體會到，而我有幸能經常成為其中
一員，這給與我原動力，讓我更多參與學校的義
務工作，跟隨孩子一起體現『一日可風，一世可
風』的可風精神。

最後我衷心感謝一直支持本會的老師，職
工，家長，校友和同學們；特別要感謝的是青塔
印務的James，他在過去六年為我們編印家教會
『會訊』，很多謝他提供許多專業意見，協助我
完成每期會訊的編輯工作。

 委員 劉麗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