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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景天主教中學 
家長教師會 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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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智慧，家庭得以興建；
因著明智，家庭得以穩定。

(箴24:3)

今年我很榮幸能連任為廿三屆家教會主席一職，在此衷心感

謝各位家長和各位老師的支持與信任。我和副主席、一

眾委員及各助理委員都本着一起學習、勇於承擔的態度服務大

家，希望以「家校同心，友伴同行」的精神，協助學生在成長

路上得以全人發展，不斷追求卓越，再創高峰！

　　學校這幾年都推動「正向教育」，教導我們學會「感

恩」。我也深深明白到「感恩」的重要性，我的孩子們能夠有

這份福氣，在荔天這個大家庭接受教育，確實「感恩」。在過

去十年，我很開心能夠參與家教會的工作，與家教會委員、助

理委員和家長義工一起籌辦各項有意義的活動。給我機會共同

推動家校合作，凝聚家長的力量，協助學校發展，為學生提供

優質的學習環境，這也叫我「感恩」。

　　回顧過往，我見證了學校的變化。 在校長和老師不斷努力

之下，校園設施不斷更新，與時並進；而支援學生的需要也不

斷提升，學生在課堂之外，能夠參與不同範疇的活動，擴闊視

野。學校發展的策略多元化，追求卓越。

　　這幾年上課的模式受到各方面的影響，但荔天仍堅持「停課不停學」的原則，利用 Zoom 作網上教學，

讓學生能繼續學習，不至落後於人。此外，家教會的工作都遇到各種困難，學校停課數個月，大部分家教會

活動都取消或延期。然而，我仍非常「感恩」，在學校的支援與各位前主席的帶領與及各委員、 助理委員和

義工群策群力下，家教會仍能成功舉行多項活動和講座。

　　光陰似箭，幼女也在荔天畢業升讀大學，期望各位畢業生及同學繼續為自己的學業而努力，為自己的理

想而進發，學懂感謝學校及家長的心。

　　本人離任在即，雖然未能一一言謝，但也藉此多謝羅校監細聆聽家長們的心聲；還有劉校長、黃副校、

賴副校、楊副校及副主席楊際澎老師，在他們的帶領下使家教會事務得以順利推行，令各位家長能在輕鬆的

氣氛之下參與家教會和學校各項活動；當然也少不了一班無私而充滿熱誠的委員及助理委員的幫忙令荔天家

教會會務順暢。

　　希望家長繼續支持和參與家教會的工作，繼續秉承薪火相傳的精神，使家教會更上一層樓！ 多謝各位！

　　祝願各位身心康健，家庭美滿幸福。

主席 王玉琼上

主席的話

常存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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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不經覺已近三年，一切最初遇到的困難也漸漸

解決或習慣了。實體及網課的交替、善用網絡進

行課程內外的學習，形成了新的學與教常態，我們不

但沒有被疫情打倒，反而排除了萬難，繼續前進。因

禍往往得福，對抗疫情培養出來的堅忍態度，正好給

我們的孩子上了寶貴一課。

　　這段日子也辛苦了各位家長，工作以外仍要協助

子女處理各種問題，殊不容易；深幸荔天的家長積極

配合學校的各項措施，令我們的工作能在艱難的環境

中順利推展，我們的學生也不致受疫情影響太多，這

份家校同心的力量，成就了我們的學生近年在公開

試、STEM等範疇持續進步，容我代表全體的師生，跟

你們說聲：「有你真好！」

 

　　學校籌劃校務發展，以三年為一周期，新一個三

年計劃即將開展。教育局近年對各項課程指引有所修

訂，強調加強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荔天也將以此

為目標，透過各種課程規劃，善用「課時」與「學

時」，促進學生知識與技能的同步發展。與此同時，

荔天秉守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未來我們也會透過推

動價值觀教育及天主教學校之核心價值，培育學生的

正面價值觀、態度和行為，祈使荔天每一個學生在天

主的沐愛下，茁壯成長。

　　來年荔天將踏入四十五周年，在同賀校慶之餘，

也希望透過各項活動，凝聚學生、家長、校友和全體

職工，感受這個家的溫暖。願我們繼續同行，在荔天

新一個里程碑共譜新章!

主佑！

劉廣業校長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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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幹事成員名單
職位 家長/老師姓名 子女班別

當然顧問
校監羅啟勝先生 /

劉廣業校長 /

主席 王玉琼女士 6B

副主席
楊際澎老師
李剛平先生

/
4A

司庫 呂燕婷老師 /

稽核 鄧秉賢先生 3B

秘書
楊國智副校長
黃海琪女士
林美儀女士

/
5C
2A

聯絡組
賴子軒副校長
譚淑霞女士
林麗惠女士

/
6C

5A/4A

聯絡組
賴子軒副校長
譚淑霞女士
林麗惠女士

/
6C

5A/4A

康樂組
顧嘉儀老師
伍國華先生
吳瑩女士

/
4A
4D

福利組
余均慧老師
郭淑嫻女士
陳佩儀女士

/
5C
6C

宣傳組
蘇智霖老師
葉育基先生
劉慧君女士

/
3C
3D

幹事委員發展組 黃國宗副校長 /

職位 家長/老師姓名 子女班別

助理委員

黃海燕女士 
林明玉女士 
李潤煥女士 
梁麗勤女士 
徐永梅女士 
鄧燕玲女士 
韓愛珠女士 
廖秀娟女士 
官淑佩女士 
黃佩娜女士 
陳沛榮先生 
阮鳳慈女士 
丁艷玲女士 
符麗婷女士 
孫仲琪女士 
陳立邦先生 
周可欣女士 
黃詠兒女士 
劉小慧女士 
梁嘉慧女士 
黃彩淋女士 
陸妍位女士 
李連娣女士 
何艷華女士 
謝智美女士 
馮　菱女士 
陳碧嫦女士 
廖偉濃女士

5B 
4A 
4A 
4B 
3D 
3D 
2A 
2A 
2A 
2A 
2C 
2D 
2D 
2D 
1A 
1A 
1B 
1B 
1B 
1B 
1C 
1C 
1D 
1D 
1D 
1D 
1D 
1D

名譽會員

張麗珠女士　陳惠蘭女士
朱坤成先生　馮妙玲女士
周敏麗女士　譚江嬌女士
何少雄先生　賴遠媚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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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向心理學的主題是「幸福」，它是一個貌似簡單但又極其複雜的概念，也是人類從古至今就不斷努力地擁有和追
求的目標。幸福有五個可以測量的元素（PERMA），當中包括正向情緒、全情投入、人際關係、意義和成就感。不過，
這些元素沒有哪一個可以單獨界定幸福，但是它們都對建立幸福有莫大的貢獻。

　　正向情緒：正向情緒是幸福理論的基石，它就是指可以讓我們產生愉悅、高興、
溫暖、舒服等主觀的感覺，能夠成功引導到這種元素的生活，稱之為愉悅的生活 
(Pleasant Life)。

　　全情投入：當人集中在做一些他真正享受和重視的事情，就會全心投入在此時此
刻。在正向心理學中，這種投入的狀態，稱為「神馳」(FLOW)。

　　正向關係：正向關係包括定期接觸溝通及進行活動、互相關心及幫助，和互相欣
賞及表達謝意。這些正向關係使個人得到聆聽、安慰、鼓勵和提醒，令自己有足夠的
能力面對困難和逆境。

　　意義：意義是個人的歸屬感，這個東西給個人帶來超越它本身的價值。若果人要
感到幸福快樂，就必須感到生活有意義和有價值。

　　成就感：成就感是一個人完成一件事情或者做一件事情時，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
到愉快或成功的感覺。

(資料來源：香港城市大學)

認識正向心理學中的「PERMA」

推廣正向教育

家長義工的協助，令今年的
正向教育攤位活動非常成功。

　　今年有幸能當正向教育快樂感恩攤位活動的家長義工，看到同學們玩得投入，玩得
開心，身為家長的我也感受到他們的快樂，十分享受今次活動！今次的正向教育活動設
有5個遊戲攤位：「至夾合照」、「2人同步射擊」、「打擂台」（速疊杯）、「派牌龍
虎榜」和「世界紀錄片大跳」，引導同學們作不同方向的正向思考。

　　「打擂台」及「派牌龍虎榜」需要同學們透過思考，眼手配合來完成任務，氣氛緊
張！「2人同步射擊」及「世界紀錄片大跳」（跳大繩）則需要同學們與隊友溝通，互相
合作來完成遊戲。別小看「至夾合照」這環節，同學們找自己的朋友一起合照，於拍照
過程中，他們一起研究怎樣排位，擺出什麼姿態，單單拍一照已很有樂趣呢！

　　本人負責協助「2人同步射擊」攤位，遊戲玩法是2位同學各持一枝射槍，每人有
三枚子彈，合作射擊膠盒，各自最少射到一個膠盒才獲印章。他們認真地瞄準目標才發
射，眼看隊友尚未射到膠盒時，用心地教導對方射擊方法，合力完成任務，相信這就是
合作精神吧！ 

　　雖然大家戴著口罩，看不到臉上的笑容，但整個新翼有蓋操場依然充滿著歡笑，快
樂指數爆燈。這活動十分有意義，讓同學們明白人生總有朋友相伴，常懷感恩之心，快
樂其實可以很簡單。

劉慧君

　　很榮幸參加本校這次家長義工活動，
看見同學參加完活動後更加活潑開朗，我
也替他們開心。讓我更開心的是活動背後
帶給我的正向感恩的意義。很多謝各位老
師為這次活動默默付出的努力，讓同學寓
學習於遊戲中。人生每天要面對很多事，
如果我用玩遊戲的心態去面對，向着目標
用心投入，也許很多困難及不如意的事，
都會迎刃而解。最後，我更希望每一位同
學經過活動後，都對正向人生觀有更深的
體驗。

李連娣

本年度也製作文件夾及筆記簿
推廣正向教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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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競投的物品有賴家長義工們悉心挑選。

不少家長全情投入參與瑜珈練習。

當日參與拍賣會的家長都熱烈競投，
為明愛賣物會出一分力。

全方位學習日

會務處理

開放日

學校今年邀請家長一同參與全方位學習日。

　　感謝校長、老師及家長教師會舉辦瑜伽活動，讓我有機會與
一眾師生及家長一同參加這場有益身心的活動，渡過愉快而有
意義的週末。平日的我真是「零運動」，雖然知道運動對身心大
有益處，但每當要實行時，往往找大堆藉口來掩飾自己的惰性，
透過是次活動，讓我體驗到原來實行起來比想像中輕鬆得多，看
似困難的事，只要願意踏出第一步嘗試，收獲往往比想像的還要
多。現在簡單的拉筋已成為每天睡前的習慣，腰背勞損也減輕了
不少呢！

　　期待家長教師會繼續舉辦相關活動，必定踴躍參與及支持！

黃彩淋

　　11月17日是荔天的明愛拍賣會和義賣會日子，當天同學和家
長們都十分興奮，慷慨解囊，燃亮愛心競投心頭好。所有精美的競
投品都是由老師們和部份委員精心挑選，競投過程中同學們和家長
都非常興奮，叫價此起彼落，整個有蓋操場洋溢一片歡樂氣氛。

鄧秉賢

　　今年是我第一年參加荔天家教會，眼見疫情下學校仍努力為
學生舉辦不同的活動，實為感動，我有幸參加全方位學習日的瑜
伽活動，老師、學生和家長們的積極參與，使我覺得大家都愛荔
天這學校，當大家跟着導師做一些動作時，不分彼此，感覺好溫
馨，真是好像一家人。

黃詠兒

　　開放日當日有賴各位家長不辭勞苦
為家教會服務，活動十分成功。荔天家
教會人強馬壯，大家合作無間，家長義
工和小學生們一同參觀和玩遊戲，樂也
融融。相信訪校小學生們能帶着我們的
小禮物以及看到荔天多姿多采的校園生
活，滿載而歸！

葉育基

　　2021年12月5日是荔天的大日子，學校
安排了學生表演和攤位遊戲，又開放了圖書
館和特別室，讓區內的小六學生和家長認識
荔天，也讓我們一盡地主之誼，介紹多姿多
彩的校園生活。作為中一學生的母親，我特
別珍惜這次活動，因為去年為兒子選校時疫
情嚴重，很多活動都只能改為網上進行，無
法親身參與。我和一眾家長義工負責看守家
教會的釣魚攤位，讓參觀人士認識荔天的校
訓和辦校宗旨，既齊心又愉快。

　　小兒帶着我四處參觀——我們走進「五
星級」的圖書館，設備先進，又寬敞舒適，
老師鼓勵同學日後多到圖書館借書和溫習；
接着我們又去參觀生物室和物理室，高年級
師兄師姐細心講解科學知識，讓我們聽得津
津有味。最後，小兒遇到一個探訪學校的家
庭，他充當導遊帶着這個家庭四處參觀，順
道講解學校設施和中一的適應情況。

　　期盼疫情好轉，讓荔天師生享受更精彩
的校園生活！

馮菱 家長義工積極指導到訪小學生參與攤位遊戲。
家長義工介紹學校，令到訪家長更有親切感。

　　大家好，我是中四同學的在職媽媽家長，平時很少出
席參加義工工作，今次很感恩能夠參與會務和開放日的壁
報製作。楊際澎老師用心幫我們預備充裕的資料和用品，
我和數位家長則分工合作，細心剪裁和創作壁佈。我欣賞
他們手藝精湛和很有創意，大家在短短的時間內迅速把幾
個壁報板完成。我很欣賞製成品的製作效果精美。我更深
深體會到家長們的專業，齊心和熱心，我感受到他們那種
無私貢獻和用心付出，從過程中我獲益良多。

林明玉 家長們合力處理會務，協助整理會議用文件及製作壁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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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日

第十屆「傑出教職員、熱心家長及
飛躍進步學生」嘉許禮

　　訓導主任李慧敏老師、本會主席王玉琼女士、2B宋玟萱同學於第十屆「傑出教職員、熱心家長及飛躍進步學生」嘉

許禮中獲頒發獎項，以表揚他們在不同範疇中的出色表現，謹此誌賀。

王玉琼主席默默為家教會服務超過十年，
實在勞苦功高。 李慧敏老師、王玉琼女士及宋玟萱同學一同出席頒獎禮。

中六家長感言
　　兒子畢業了！回想峻榮這六年的改變和成長，我們只能說：感謝！六年了，這
世代過得實在不容易，社會不安穩、疫症擾常規，慶幸他們還有浩瀚書海裏面的沁
香，還有關心學生、為學生禱告的校長、老師們，這些都陪伴著學生走過生活中的
苦與樂。

　　很記得小六那年和兒子參觀了學校開放日，他便嚷着要考上這所中學。當時
擔心他從直資小學升讀，且沒有同學一起入讀，會較難適應，但很快他便融入了
學校的節奏。我加入了學校的家長教師會，鼓勵兒子一起參加家教會舉辦的各類活
動，天天早上伴着他一起行返學校，把握那十多分鐘時間在他耳邊唸着分享生活、
學習、家庭、甚至工作上的點滴，幾年下來，現在與他一起，變成他在我耳邊唸着他
的學校生活、師生相處；這樣的溝通模式、這麼親密的親子關係，是學校教育、家庭教
育的成果。

　　眨眼間他便中學畢業了，感恩老師為同學所付出的、他們想同學所學習到的、他們期望同學能得
到的，實在比學生甚至家長都更為着緊！雖然中學的生活很快就要渡過，但學校裏每一位老師、校工
姨姨、每一位同學，請不要輕看大家所付出的每一點滴，都會在大家腦海刻印留下的場景--老師循循
善誘的一席話、校長溫柔關愛的笑容、校工職員的慈愛細語、同學間純樸互助的情誼！每一個人、每
一件事所帶來的，不單是回憶和愛、還有快樂和友誼！

　　畢業不是一個結束，而是一個新的開始！在這六年的中學生涯中，同學品味過許多苦與樂，帶給
同學們許多的激動。期望你們帶著這份激動，找到自己的目標理想，攀上新的章程！

陳佩儀

　 　 女 兒 今 年 中 學
畢業了。在這六年
裏 ， 我 都 會 盡 量
出席家教會義工
的活動。在活動
中，我體會到學
校真的很用心設計

各式範疇的活動，
有歌唱比賽、時裝

比賽、運動會和拍賣
會等，看到同學們在書本

以外，有機會發揮無限創意，
一展所長，他們也樂在其中；
亦看到是老師們努力無私付出
的成果。促使我願意六年連續
加入家教會，盡綿力參加家教
會義工服務，希望同學們留有
開心美好及多姿多彩的學校生
活回憶。

譚淑霞

　　自從疫情發生後，相信大家更加注重日常健康，有健康的身體，
同學們才能繼續愉快地學習。有見及此，學校和家教會合辦「開心果
日」，共同訂購了一批新鮮的水果，然後分發給每位同學。當日我們
一班家教會義工回到學校，幫手包裝這些水果，然後派發給每位同
學，同學們收到水果之後，都非常開心，他們還可以把水果帶回家，
與家人一起分享，這項活動真是非常有意義！

郭淑嫺

學生把生果帶回家與家長分享並拍照向本會投稿分享喜悅。



7

2 言傳身教
　　中國古代有「曾子殺豬」的故事。曾曾子的妻子要外出，但
孩子卻不停哭鬧，為了擺脫孩子的糾纏，曾子的妻子就向孩子許
諾，等回來後為他殺豬做豬肉吃。等到妻子回來，曾子果然遵守
諾言，為孩子殺豬。他認為如果欺騙孩子，那麼孩子日後也會言
而無信。顏之推將這種家長的榜樣作用稱為風化。古人非常重視
對子女的循循善誘，以及作為長輩，時刻注意自己對後輩所帶來
的影響，這顯然是一種道德示範，有著自然而直接的熏陶作用。

　　中國古代的家庭教育方式其實有其值得借鑒之處，我們不妨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相信能夠為現今的家庭教育帶來一定的
啟示。

家長講座

探訪長者日

大家聚精會神，記下有用資料。

家教會於探訪長者日中贊助旅遊巴接送師生到達不同的探訪地點

家長們也在活動中，認識到關顧自情緒的重要性。

次活動邀了表
達藝術治療師
陳曉穎姑娘及
徐霆佳先生，
與家長分享如
何透過表達藝
術治療抒發情
緒。

　　梁漱溟曾說：「在中國人的社會生活
中，『家』的地位大重特重，為任何地方所
沒有，尤與西洋人相反。」家庭教育對社會
教化乃至民族性格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那
麼，中國古代的家庭教育方式有哪些呢？

1 環境熏陶
　　不僅是生存環境，古人認為，人際環境
同樣對子女起著重要作用。孟母三遷的典故
想必大家都曾聽過。「孟子少時，居近墓，
乃好為墓間之事」，孟母於是一遷其地，而
後「又好為貿易之事」，再遷其地，直至孟
子「乃設俎豆，揖攘進退」，孟母才定居下
來。這個故事其實就是在談論古人眼中關乎
家庭教育的環境因素，強調人際環境的重要性。

中國古代家庭教育

(排版關係，資料曾作增刪，原文https://www.getit01.com/p201807274129106)

　　家長講座對我們這些孩子剛升上中學的家長特別有用。因為
孩子開始進入反叛期，家長和孩子很容易出現意見上的分歧，甚
至出現磨擦。從家長教育講座當中我學會怎樣和孩子溝通，學會
放手及尊重孩子的意願。我十分多謝學校挑選這些實用的家長講
座，令我們更關心自己的心靈健康。可惜今年疫情令到講座的數
目減少。希望來年舉辦更多適合家長及學生的講座和活動。

謝智美 

　　很感恩學校可以在疫情下成功舉辦了多項活動讓大家參加！
在「情緒和自我關顧」家長體驗講座裏，我可以透過顏色和文字
認識更多情緒表達，從而提升親子間的良好溝通，增強親子間的
良好關係，希望大家都能夠做到「多讚賞、多擁抱」，從欣賞的
角度出發與孩子相處。

周可欣   

　　2022年6月11日星期六，我和
女兒一起參加學校舉辦的探訪長者
活動，主題為「疫情、有情、茘天
傳情」。當天早上10時，我們一
眾參加者帶着愉快的心情，燦爛的
笑容，齊集到學校禮堂為出發探訪
長者作出準備。活動開始，先由
校長和各協辦單位致辭，從嘉賓
口中得知香港原來有25%長者超過
65歲，他們為香港作出很重要的
貢獻，建設了美好的生活環境給我
們，真的欣賞和尊敬他們。

　　在嘉賓致辭後，學校社工為我們講解探訪長者時要注意的事項，特別是在疫情之下，如何安全地做好義工服務。跟著我們便帶著
物資包，一同登上旅遊巴士，前往探訪的社區—祖堯邨。我們四人一組根據資料很快便找到第一位探訪長者的單位。當長者開門迎接
我們時，大家都感覺到很期待今次見面的機會。在短短的十數分鐘的交談，我們知道長者生活安好，真的感恩。長者見到同學到訪都
稱讚他們親切有禮，願意付出時間關心區內的長者，送上溫暖的問候，感覺很有人情味。在探訪結束時，大家都依依不捨地送上微笑
和祝福作別。

　　匆匆的一小時，我們走訪了五個長者家庭。在活動結束之前，我們在學校一同製作心意卡，寄給探訪的長者作紀念。今次順利完
成義工服務，我感到非常開心，希望日後可以繼續參加這些有意義的活動。

副主席 李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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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快訊

家長校董選舉家教會獎學金

　　原本對聖經一無所知，慶幸有機會能在學校中更多地認識天父。過

去一年的慕道班加深了我對天主教的認識，讓我更真確地感受到天主的

愛。神父過去對我們的教導，包括如何成為一位善盡本份的天主教徒，

我都銘記在心。相信過去在慕道班所學到的道理能讓我在生命的道路上

走得更輕鬆。

　　本屆家教會除了設立「最佳成績獎」及「最佳進步獎」兩個
獎項外。今年更增設「家教會獎學金」鼓勵積極參與校內、校外
不同比賽與及於校內各項服務有出色表現的同學。本年度共派發
超過$20000元獎學金，獲取獎學金的學生人數超過200人。

　　第五屆「法團校董會家長
校董選舉」已順利完成，李剛
平先生為家長校董、鄧秉賢先
生為替代家長校董。

1. 本會家長積極參與義工服務，其中十多位家長全年總
計服務時數超過50小時，家長獲頒發「香港青年協會
義工加許狀」以茲表揚。

2. 本會將於11月上旬舉行第23屆家教會周年大會暨第
24屆執行委員會選舉，歡迎各位家長熱烈參與，發揮
家校合作精神。

3. 由教育局、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星島日報及
香港教育城主辦的「第二十八屆家長也敬師運動」
中，本校得最多家長致送敬師卡的老師為楊際澎老
師、曾立基老師及吳芷恩老師，謹此誌賀。

4. 為表達家長對學生閱讀活動的支持，本會今年撥款
$5000予學校「閱讀推廣及圖書館管理委員會」，推
行「購書券獎勵計劃」，鼓勵學生於學校書展中購書
閱讀，成效卓著。

5.  本校將於11月舉辦「健康．Level Up」活動及於2023
年3月舉行「我的行動承諾」加強版家長講座活動，
敬請各家長踴躍參與。

6. 疫情期間，本會的
會務也受到一定影
響，今年本會部份
會議採用了Zoom
的網上會議系統進
行，感謝各位幹事
成員參與會議，也
辛苦了主席與副主
席回校主持會議。

林國鑫老師受洗感言

第五屆「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已順利完成，李剛平先生
為家長校董、鄧秉賢先生為替代家長校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