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園地…45 周年校慶開放日有感
2008 年 4 月 13 日，是香港文理書院 45 周年校慶開放日。轉眼間，小兒已離開
學校3年多，今天我又再次回到學校，一種很親切的感覺又再次浮現。當我看見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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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和老師們時，想不到我們還記起對方，彼此更像久未碰面的舊朋友一樣絮絮不休。

校長的話

回想起以往和家長們一起合作舉辦校內親子活動時的情形以及校長、老師們對我們的
關懷，這一幕幕的往事真是令人懷念。現在看見這一次開放日舉辦得這樣成功，的確
替學校高興，希望文理書院能繼續努力培養出更多優秀的下一代。

張麗雯博士

各位家長:

梁文慧女士
校友李晉傑同學家長

十分感謝家長的支持，本期通訊跟上期一樣，收到多位家長的投稿，分享了她們參與本校活動後的感受。除家長
外，本期也節錄了全國寫作比賽一等獎得主程梓浩同學的分享和心得，供家長閱覽。此外，四十五周年校慶開放日已於
本年 4 月 12 日及 13 日舉行。除開放日外，下學期亦舉行了多項活動。以下為家長作出扼要報告。

一. 本期內容簡介
各新舊委員難得於開放日
當日聚首一堂

我已經是第二次參觀文理書院的開放日，而距離上次參觀至今已相隔五年，當時正是文理書院成立四

本期多位家長分享了她們參與校慶頒獎禮、開放日及擔任時裝設計比賽評判的感受，亦邀請了家長教師會副主席陳
德萍女士分享她就讀中三級的兒子張富肇三年來的改變及她培育兒子的心得(見頁八)。張同學本學年屢獲全港單車賽獎
項，包括校際單車賽中學組男子乙組第四回合冠軍、第三回合亞軍、第一
回合季軍及全港公路單車賽少年組季軍。
此外，頁三及四節錄了程梓浩同學於 5 月 19 日向全校同學分享他於 4
月 27 日至 29 日前赴上海參加 2007-08 年度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的感受及
寫作心得。他為香港八名代表其中之一，在近三千萬名參賽者中脫穎而出
獲一等獎。本校已連續兩年獲此獎項，去屆中七級周雅同學奪得此項殊
榮，本校師生均深感自豪。在此感謝家長教師會致送祝賀橫額。家長如有興
家教會恭賀本校獲中國中學生
趣閱覽程同學的獲獎文章《夜來風雨聲》
，可瀏覽本校網頁的《成就及獎項》
。
作文大賽一等獎的橫額

十周年。我的女兒畢業於 2004 年，現已離校，雖然如此，但我偶然也有參加一些學校舉辦的活動，如四十

二. 四十五周年校慶開放日

五周年晚宴等。這可能是我曾經是家長教師會成員之一，又時常與正副校長及其他老師一起開會，時間長

開放日當天有不同學科及課外活動學會的展覽、示範及攤位遊戲，
還有家教會設置食品攤位，很受在場人士歡迎，只見家長忙於供應她們
預先精心炮製的食物，而她們仍樂在其中！各家長如欲重溫兩天的熱鬧
情況可瀏覽本校網頁。本年度最後舉行的校慶活動為四十五周年校慶聯
校匯演，謹定於 7 月 9 日假香港大會堂舉行，歡迎大家出席欣賞節目。
為表揚歷屆各組別成員對學校發展的貢獻，校方於開放日揭幕禮時邀
請在座嘉賓見證各個組別代表於禮堂舉行牌匾揭幕儀式，以誌紀念。其中
包括家教會主席楊玉芳女士由潘順國校監及劉振華校董陪同下
主持家教會主席牌匾揭幕儀式。

了，便不期然對學校產生了一份特別的歸屬感，故今次的開放日，我也務必出席。那天我回到學校時的心情
與學生沒兩樣，都是充滿喜悅。當時看到老師們滿面笑容地歡迎我，副校長還送給我一份紀念品，這一切均
使我感到既親切又感動。
談到這兩次開放日，兩次相比，相同的地方是校園一樣有精心的設計，有吃有喝，有趣的攤位遊戲及其
他各項活動等。不同之處是校園的佈置更精心，家長們製作了不少巧手的食物，其中最特別的是學校增加了
活動的空間及場地，因為擴建的工程已經全部完成。此外，廖校長及部分老師亦已退休，故校園裏增添了不
少新面孔的老師。不過我很幸運能在新翼那邊遇到了廖校長，因有很多的家長及學生不停地與她打招呼，故

三. 下學期其他活動

我只好跟她相聚片刻後便離開。我正熱切期望第三次開放日的來臨呢﹗

5 月 5 日及 6 日 全方位學習日
中一至中四及中六級的同學在老師的帶領下進行參觀活
動，提供課堂以外的學習經歷，增加同學的見聞，參觀地點
超過 10 個，亦有乒乓球組前往深圳
進行訓練。本期有負責老師歐陽昇
良、陳淑媛教練及 4 位乒乓球隊隊
員為我們分享是次訓練的感受。

李佩賢女士
校友譚穎怡同學家長

家教會主席牌匾揭幕儀式

參觀香港規劃及基建展覽館

參觀嘉里白鷺湖互動中心

參觀屯門公眾騎術學校

開放日攤位遊戲－百發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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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家長教師會主席牌匾

參觀淘化大同食品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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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4 日至 16 日 中六級 「走進珠三角」考察計劃
本校參加了與香港科技大學合辦「珠三角經濟發展與環保」考察計劃。透
過參觀「南沙資訊科技園」，使同學更能夠了解現今珠江三角洲的面貌，同時
認識「可持續發展」概念。三日兩夜的行程裡，同學們均能認真投入學習。本
校首次安排全體中六同學到內地考察，同學們均表示這是難忘的學習經驗。
四川大地震籌款
潘順國校監連同全體教職員、家長及同學在是次籌款活動中為災民
共籌得超過八萬多元，當中感謝家長教師會捐贈 $3,000 ，善款已交紅十
字會作賑災之用。

同學參觀南沙
科學展覽館，
並細心聆聽導
師的講解。

學年將盡，預祝各位家長與子女共渡一個充實、豐盛和有益身心的暑假！

問：對於今次行程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程梓浩： 上海之旅帶給我很多新體驗，除了物質有收穫外，難得是個人方面有新
體會，最深刻是用普通話考口試及與不同的學生交流，因自己的普通話
一般。記得有一晚聚餐時，我和另一位男同學，我倆是全香港團內普通
話較差的，這晚非常刻苦的回應國內學生對我們的問題，而他們又不斷
的發問，所以非常深刻，而經歷了幾天不斷用普通話說話後，由初時的
緊張變得熟練了很多，熟練程度令到突然說廣東話時稍覺得不習慣，回
到香港後很自然會用普通話講「對不起」等字眼，這都是比較有趣的地
方。另外，用普通話說明或解釋時，國內的學生有時候是聽不明白的，
我們便用盡不同的方法去解釋，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學習過程。

（1）2008 年 4 月 2 日 中三級時裝設計比賽
李麗寧女士（7S鄺海彤同學家長）協助校方於上述比賽中擔任評判

（2）2008 年 4 月 12 至 13 日 開放日
(i) 下列家長於開放日協助製作食物
及參與工作﹕
班別
1C
1H
1K
1K
1K
2C
2C
2C
2G
2N
2N

學生姓名
陳沛臻
許家樂
林卓恆
梁凱傑
梁樂延
楊仁庚
黎海欣
謝嘉欣
謝霆軒
鄭德權
霍正昌
李晉傑（已畢業）

家長姓名
王琬資女士
何燕蘭女士
冼慧儀女士
徐淑嫻女士
江月仙女士
周春蕊女士
唐翠華女士
謝雪影女士
林美嬋女士
鄭賽如女士
黃玉清女士
梁文慧女士

(ii) 下列學生家長捐贈開放日禮物﹕
班別
1C
1G
2C
3G
3T
4C
4G
4N
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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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陳沛臻
甘翠盈
盧家健
畢柏燊
張富肇
余京祐
翁啟彥
黃卓勛
禤啟泰

家長姓名
王琬資女士
周少梅女士
范瑞琼女士
司徒巧媚女士
陳德萍女士
陳月桂女士
鄭艷紅女士
陳小琼女士
楊玉芳女士

(iii) 下列學生家長贊助開放日經費﹕
班別
1K
1T
1T
1T
2K
2N
3H
3T
3T
4N
6A
6A
2G 、 7A
2N 、 7A

學生姓名
林卓恆
劉翹鋒
鄺曉峯
林文浩
劉家浚
方柏康
周寶茵
楊樂然
余端彥
鍾嘉偉
許絡琳
馮嘉盈
賴兆榮、賴兆薇
莊義量、莊忻頤

家長姓名
林耀強先生
劉嘉銘先生
楊秀珍女士
林慧敏女士
劉卓華先生
何紀林女士
張麗娜女士
楊振輝先生
余燦華先生
羅少芬女士
許振國先生
譚潔霞女士
賴貴結先生
李心敏女士

義工及捐贈者眾，倘有缺漏，懇請見諒﹗

（3）2008 年 5 月 8 日 中三級專題研習比賽
王琬資女士（1C陳沛臻同學家長）及唐翠華女士
（2C黎海欣同學家長）協助校方於上述比賽中擔任評判

校長邀請程梓浩同學於
早會分享心得

問：這次的比賽帶給你最大的啟發是什麼？
程梓浩： 相對於國內，香港學生比較幸福，如第二日考試，需要穿校服去應考，估不
到穿上校服竟成為全場焦點，交談之下發現他們覺得我們的校服很美，而香
港會有多少學生會這樣想呢？國內學生非常主動發問及提出一些學業上或各
方面他們想知的問題。
國內的學生非常努力，因為他們覺得參加比賽會耽誤了課
程的進度，返回家鄉時會用多些時問去追回課程上的缺
失，香港的學生一定要多多學習他們的精神，而他們多是
貧窮的，有些來自江西省，江西省有很多地方還未開發，
不是全部人都有讀書機會，在資源貧乏下依然努力，是非
常令人佩服。內地的假期又十分少，學生壓力大，因不少
人肩付全家期望，甚至可說是家庭唯一希望，而且功課
多，學習時間長，有些學校一天有十二課節，有些學生參
加比賽更需用八至十二小時的車程到場地。
他們的修養及文字非常好，充分表現到文學的涵養及禮
儀，平時會相稱我們做「友人」、「朋友」，更經常提醒
我們要互相學習等。
6A 程梓浩同學憑藉「夜來風雨聲」一文
喜獲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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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獲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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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有什麼感受想與師弟師妹分享？
程梓浩： 比賽十分大型，覆蓋20個省份、直轄市、香港特別行
政區及大約三千萬個學生參加，而到上海決賽的學生
有一百七十人。當然我學到很多，更難得比賽中體驗
到內地學生帶給我們的熱情，與他們漸漸相熟，特別
得獎者站於頒獎台上
是重慶區的朋友，我們完成比賽離開時，他們依依不
捨的哭，直至現在也繼續保持聯絡。而返到香港不到幾天，竟然收到一份速遞來的生日禮物，令我喜出望外。
香港賽區的學生有很多特別優待，如獨立一間酒店，兩人一房，其他賽區的學生住在同一酒店，四人一房，
兩人一牀，聽說有一位肥胖的學生和一位一點九米高的學生是同床的，很難想像場面如何。香港的學生有貴
賓房招待，但他們沒有因為我們有優待而覺得我們不好，反而對我們更熱情。
現在和大家分享一個真人真事，是重慶區的朋友寄給我的一封電郵的對話，希望大家聽一聽及學習一下他的
態度。
「其實我家的錢也沒多少，只是消費觀念不一樣嘛，我又不在乎穿著什麼的，即使九月能來香港也是以節儉為前
題，靠成績進步通關，用暑假每天早上六時起牀，深夜才睡，一天十多小時長期練畫畫才能換來的。
這一陣子來，我的每天生活費都限在三元之內，所以我還有錢來幹自己想幹的事，我多羨慕你們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比你們都累，但我要力求比你們更快樂有更多經歷。」
少少的文字，令我十分感動，覺得香港學生有資源豐足的情況下應有更多反思空間。

本年 2 月 21 日，為本校一年一度的陸運會決賽日。本會亦於當天舉辦
2×50米親子接力賽，藉此活動促進家長和子女的親子關係。經過一番激烈
的比賽後，比賽結果如下﹕
冠 軍：2C 蔡巧欣及家長
亞 軍：1T 鄺曉華及家長
季 軍：3T 張富肇及家長
優異獎：1G 黃日豪及家長、 1K 梁凱傑及家長、 1G 葉天恩及王景堂校友

各 2 × 50 米親子接力賽得獎者
與家教會主席禤太的合照

賽會主席、評審委員與所有參賽者合照。

各家長教師會委員及老師與參賽者在賽前來一張大合照

問：你的文章寫得這麼好，箇中的秘訣是什麼？有什麼話想勉勵師弟師妹？
程梓浩： 我對寫作有興趣及對自己有要求，如我會追求突破。以前有一個習慣，就是每一次寫作前，都會先問自己怎能
做到與別不同，別人看來又不會沉悶。首先，寫作的真實感非常重要，所以我會盡量寫一些真實事情，這樣才
能感動別人。一直以來「寫作都源於生活」，很多時都是以生活聯想，逛街時的所見所聞我都會想像一下應該
怎樣寫出來或如何表達等等。雖然看似無聊，但反而這是提升寫作空間的一個重要過程。
當然寫作不是大眾的興趣，其實對於不大喜歡寫作的人來說，香港有一個優勢：一種創意的凝聚力，香港比
較偏向創意，如創意工業、創意教育等；而內地主要着重文字上優越、華美、結構手法的追求等。對於寫作
興趣不大的同學反而可朝着創意的方向或內容有趣一點，做到令文章生動這點已很好。
文字不一定很複雜或華美才會帶給人一種好的感覺，其實簡單亦有可讀性，如一則關於四川地震的新聞：一
居所內，母親緊緊抱着三個月大的女嬰，救援人員發現母親上
程梓浩同學攝於決賽地區——上海
衣掀起，原來女嬰在吃奶，就在女嬰衣袋裏，有一部手機，機
上留有一則短訊：
「親愛的寶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記住
我愛你！」文字簡單卻也能帶給人震撼感，感情色彩也極濃
厚。還有平時看網誌都看到有不少同學也能以簡單的文字寫出
好的感覺，也令我學到不少。
最後，鼓勵大家多參與交流團、考察團，因「年輕十分寶
貴」
，應趁年青多踏出一步，得到的收穫我也難以形容，要自
己感受的，這才是最大的收穫！
多謝各位！

4

(29/2/2008 － 28/3/2008)
為了讓家長們聚在一起，一同學習不同的親子技巧方法，並了解自己的管
教風格以發揮效用，本會為家長舉辦「教得有辦法」之家長小組。主持是次活
動的是本校社工盧彥海姑娘。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日期
29/2/2008
14/3/2008
28/3/2008

內容
管教風格多面睇
親子相處的技巧
情緒處理以減低親子衝突

各家長們細心聆聽學校社工盧姑娘
講解與子女相處時需注意的事項

透過這次活動可讓家長們彼此分享管教及親子路上的困難或交流
心得，在互相扶持和鼓勵下，建立及鞏固和諧的親子關係。

盧姑娘更利用影片指導家長於管教子女時可用的方法，
讓家長可更具體地學習與子女相處的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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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乒乓球訓練日營
(5/5/2008)
乒乓球組於2008年5月5日到深圳市太平洋友傳乒乓城集訓。
今次活動旨在培養同學的紀律和團隊精神；
並且透個國內教練的指導，提昇同學的技巧
及讓同學加深對祖國的認識、擴闊了他們的
視野。相信每位參與的隊員也獲益良多。
本組特別感謝家長教師會贊助是次活
動，並多得該會副主席張太協助聯絡及帶
領，使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歐陽昇良老師

學生活動心聲
雖然比較喜歡像數年前般五日四夜的集訓營，
而即日往返深圳和香港亦有點趕急及辛苦，但此行
的成果的確不少。在短短四小時內和內地教練對
打，令我知道自己有那些動作做得不好，使我的基
本功更紮實。與利德晶老師組成雙打與教練對打，
亦令我更加清楚雙打比賽中要注意的事項。經過緊
迫的訓練後整個人都很疲倦，但絕對不枉此行！
6S 施嘉欣

這次活動令我獲益良多，因為升上中六以後訓練
的時間十分有限。藉著這一次日營，糾正了我不少技術
上的錯誤。一開始我和另一位隊友與教練的溝通十分
少，因為我們還未和教練熟稔，但相處過後，他十分友
善和健談，令嚴肅的氣氛得以舒緩，於是我們更加投入
練習的過程中。而且午餐時和一大群隊友談笑風生，感
覺十分輕鬆。平日我們光是練習，交談的機會實在是少
之有少。原來隊友們也十分風趣幽默!活動完結後，各
位隊友都帶著疲憊的身軀返回香港，有些隊友甚至在車
上睡覺，情景何奇
「壯觀」
!我帶回香港的不單只是已改
善的乒乓球技術，還有一段難忘的回憶。
6S 梁金清

家教會活動花絮
美食製作班
各位參加深圳乒乓球訓練日營的
同學、帶隊的利德晶老師及陳德
萍女士於練習場地來一張合照。
同學們除了積極練習外，深圳市的教練亦細心地
糾正同學們打球的技術，相信乒乓球隊隊員此行
定必獲益不少。

這次北上進行乒乓球訓練，除了對我的乒乓球技
巧有所幫助外，也為我帶來了不少啟發。在訓練期
間，有一位香港代表隊的成員也來練習，他練習時非
常認真，受訓時間亦十分長，休息的時間卻很少，直
到我們離開時，他還在繼續練習。這令我想到，將在
八月舉行的奧運會運動員，在短短的比賽期間，背後
到底付出了多少時間在苦練呢?而我卻只是因為四小
時的練習，便已經被折騰得不似人形，看來我真的得
向他們學習，多多鍛鍊自己的體力和意志。
6S 李靜雯

全方位學習日當天， 乒乓球校隊各成員均浩浩蕩
蕩於紅磡出發。到國內集訓還是我的第一次， 故其實
我的心是異常興奮及緊張的。沿途欣賞著新界地區明
媚的風景，心情好像有點平靜下來，反而變得有點欣
然期待是次訓練的展開。到達場館開始集訓，我跟組
員阿清一同練習，雖然有點疲倦，但教練絕無怨言，
反而細心的指導我倆，使我的心再次安定下來。最後
大家經過四小時多的訓練後經已筋疲力竭，我們在利
老師及歐陽老師的帶領下離開深圳，安全返回香港。
總括而言，是次的集訓令我對乒乓球的熱愛升溫了，
相信此模式的訓練會更適合我。而且教練改善了我打
球的姿勢，提升了我打球的準繩度。往後的日子希望
能有機會再參加同類型的活動，使我的球技更上一層
樓。
6A 蔡婉欣

1981年的香港，還未有地鐵，從灣仔的家往返文理書院，每天得花上兩個多小時的巴士車程，然而這並未使我
卻步，因為玻璃櫥櫃裡的乒乓球獎牌太吸引了！文理書院是率先聘請課外活動教練的其中一所學校，當時的乒乓球校
隊幾乎囊括了所有的學界公開賽，加入文理乒乓球隊，是我當時的願望。
在畢業的前一年，當時的教練辭職，於是學校找我代課，就這樣在學校執教到如今。在此期間，我還加入了香
港隊，成為全職運動員，代表香港參加多項國際大賽，如世運、亞運、奧運等，亦奪得不少獎項。
隨著香港經濟起飛，各大院校紛紛推動乒乓球運動，發展球隊，文理繼往開來，校隊經常有二三十人，組成六
支男女團隊，參加各項比賽。更於2007-2008年度的學界賽中，從芸芸高手中勇奪四個獎項，算是值得可喜的成績，
這些獎項也用以回報同學們的努力。其實輸贏並非最重要，最重要的是通過訓練和比賽中，享受乒乓球帶來的樂趣、
學習球藝、以及學習面對勝負的正確態度，如何從挫敗中站起來，就像人生必須面對的挑戰，這些均是書本上無法學
到的東西，同學們只有透過體育運動去切身體會這些課外知識。
文理書院已經成為我的另一個家，那裡有我的師長、戰友、和我最愛的同學。每當碰到昔日的師長，我又回復學
生的身份，所以在文理，我既是學生，也是教練。眼看不同的同學，學業完成之後，在社會上擔當不同的職務，有些
甚至當上乒乓球教練。相信他們在文理球隊的日子裡，學到了紀律、服從、堅毅及自信等，對於日後在工作上的態度
都有不同程度的幫助。
同學們，無論你的天賦如何，只要你喜愛乒乓球，願意付出努力，我都會竭盡所能教導你們，助你們取得佳績。
本校乒乓球校隊教練
陳淑媛女士

6

(14/5/2008)
為了讓家長跟子女一起體會入廚樂，加強親子溝通、合作，本會於本年 5月14日舉辦「美食製作班」。該烹飪班由
外間的烹飪中心導師主持，當天製作的小食包括「有機蕎麥薄餅」及「有機燕麥曲奇」。各家長、同學及老師的反應均十
分熱烈，他們所製作的製成品，色香味俱全。各人除了上了一節寶貴的烹飪課外，更帶著令人垂涎欲滴的製成品回家呢﹗

同學在母親的指導
下正在專心一致製
作美咮的曲奇

各人製作的「有機燕麥曲奇」快將完工，
大家臉上不禁流露欣喜之情。

各人正細心聆聽導
師教授「有機喬麥薄
餅」的製作步驟

各人正在埋頭苦幹地
預備「有機喬麥薄
餅」所需要用的材料

經過一番努力後，各人也終於完成了材料豐富的薄餅，大家也不禁喜上眉梢呢！

經過兩小時的努力後，香噴噴的製成品終於出爐了！大家也不禁萬分雀躍，想立刻品嘗一下惹人垂涎三尺的美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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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活動花絮
深圳乒乓球訓練日營
(5/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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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活動旨在培養同學的紀律和團隊精神；
並且透個國內教練的指導，提昇同學的技巧
及讓同學加深對祖國的認識、擴闊了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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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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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園地

家長園地
45周年校慶聯校頒獎禮有感

從讚賞改變孩子，改變自己

2007 年 11 月 16 日，我有幸參加文理書院在

小兒在六年級曾經跟我說﹕
「媽媽能否為我選一所除讀書外還著重課外

灣仔伊利莎伯體育館舉行的四十五周年校慶頒獎

活動的中學，可以嗎﹖」

禮。雖然事隔到現在也有一段日子，然而大會給

從眾多優質的學校中，我為小兒揀選了文理書院（香港）。經過三年初
中的校園生活，使他脫胎換骨，改變自己，在這所學校內更讓他學會了主動
溫習。此外，由於他在本年度每天放學後還要到香港體育學院接受訓練，也

我留下的印象依然歷歷在目，記憶猶新。我很慶
張富肇同學榮獲全港公路單車賽
第七回合少年組季軍

幸自己能出席這個盛會，不然我會覺得這是一個

讓他明白掌握時間的重要。小兒現在已經是香港單車聯會的明日之星隊員及
本校乒乓球校隊的主席。除了個人比賽外，也曾代表學校取得多個獎項。

損失。

本人深信要孩子在愉快的環境中學習，最重要的是肯定他的努力，從
而使他們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學習上的困難。令家長和同學們間營造和

劉振華校董頒發林健忠博士獎學金予黎海欣同學

界，使我重新了解及認識文理書院。以前對文理書

諧、支持、信任的學習氣氛，才能提升子女的自信，發展他們的所長。
今天，讚賞不但改變孩子，它更首先改變了我，讓我成為一個懂得欣
賞人的人﹗

頒獎禮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啟示，也令我大開眼

院了解不多，內心也曾懷疑書院的教育質素。誠然，通過頒獎禮使我知道原來文理書院也可以人材輩出，能
張富肇同學獲全港校際單車賽第
四回合中學組男子乙組冠軍。上
圖為張太於賽後與兒子的合照。

夠培養這麼多的精英，令我很振奮﹗正是﹕
「文理書院四十五載，精英才子閃亮登場﹗」
清楚記得那天當我一進入會場，看見場內坐滿穿著整齊校服的同學，一張張充滿朝氣的臉龐，顯示著

2007-2009 年度家教副主席

他們充滿自信，好學的精神。樂隊奏著動聽的曲目，令人感到好像進入了一座充滿文化氣息的殿堂。我情

陳德萍女士
3T 張富肇同學家長

不自禁地整理一下自己的衣衫，正襟危坐。以免影響了頒獎禮的氛圍。我望著台上一眾主禮嘉賓，不禁肅
然起敬。內心充滿感激與敬意﹗衷心地感謝他們這麼多年來眾志成城地為文理書院的成長不遺餘力，不斷
貢獻。書院有今天的成績，與他們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但願在座的所有同學都能夠交給他們一張優異的成

是次評判由校友聶鳳鳴女士
及家長李麗寧女士擔任

中三級時裝設計比賽

3G 劉詠詩、鄭穎鈴及劉善美同學
奪取冠軍的獎項。

績表，我想創校者也會感到欣慰。
說心裏話，我沒有參加過如此隆重和有意義的校慶活動。頒獎禮的整個過程都安排得非常有序。特別

4 月 2 日本來是平常的日子，但我的心情

是表演部份，令我久久不能忘懷。看得出主辦者花了很多心機，作出很多精心的安排。當我看到那麼多同

卻很緊張，因為今天我要擔任中三級時裝設

學在熱烈的掌聲中，精神奕奕地登台領獎，我的心也沸騰了﹗我不停地鼓掌，分享著得獎者的喜悅和歡樂。

計比賽的評判。到達學校的禮堂，比賽場地已

我被大會熱烈的氣氛感染，就好像自己是其中一分子。特別是當女兒領獎的那一刻，我興奮極了，得獎是

佈置好了，比賽氣氛十分濃厚。我覺得參賽的同學

對她學習態度的一種肯定。我為她感到驕傲﹗當時我沒有用任何攝影器材將那刻留下，然而我相信我永遠

很有勇氣，因為他們需要在校長、很多同學和老師面前走「貓步」。雖然

不會忘記那動人的一刻。那情景就像一張永不脫色的照片，在我的腦海裏留下深深的烙印﹗那一刻我忽然

有些生硬，但整體來說以他們「第一次」的表現來看，已可以說是中規中

明白了頒獎禮真正的意義是要激勵在座所有的同學，要以頒獎禮作為動力，以得獎同學作為榜樣，努力不

矩呢﹗其中令我最為印象深刻的是西裝

懈地讀書，認真地學習，用多些時間去鑽研科學，創造發明。我想﹕頒獎的舞台為你們而搭建，大學校園

方面的設計，十分具心思和富創意。相

的大門也永遠為你們而敞開﹗努力吧﹗同學們﹗

信若學生能在這方面加以發展，他們更

大會在動聽的音樂聲中圓滿結束，我帶著無比興奮的心情，依依不捨、慢慢地離開會場。彷彿覺得那

有可能成為時裝界的明日之星呢﹗

文化盛會並沒有就此結束。真的，我深信文理書院的文化盛會永遠也不會結束﹗衷心祝願文理書院越辦越
好，為香港、為社會培養更多的社會棟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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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麗寧女士

唐翠華女士

7S 鄺海彤同學家長

2C 黎海欣同學家長

各中三級入圍的參賽者聚首一堂來一張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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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9 年度家教副主席

他們充滿自信，好學的精神。樂隊奏著動聽的曲目，令人感到好像進入了一座充滿文化氣息的殿堂。我情

陳德萍女士
3T 張富肇同學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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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麗寧女士

唐翠華女士

7S 鄺海彤同學家長

2C 黎海欣同學家長

各中三級入圍的參賽者聚首一堂來一張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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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園地…45 周年校慶開放日有感
在 4 月 12 及 13 日是文理書院開放日，為了增加氣
氛，家教會在當天除了製作了展板，簡單地介紹了部份曾
參與及舉辦的活動。更由於今年適逢文理書院 45 周年校
慶，我們特此設立了一個攤位，為各嘉賓、老師、家長、校友及同學
提供一些小食，例如魚丸、三文治等。開始籌備時，真的有點茫無頭
緒，因為要預備2天的食物，當中要考慮的因素包括人流的多寡，所
以食物量方面的預算真的有點難度。幸好當我聯絡各家長時，他們均
一一答應大力支持是次活動，而且更有部份離校家長亦表示願意助一
臂之力，於當日到場幫忙。有幸得到這些家長在食物的供應及臨場上
的幫忙，所以該兩天的活動才得以順利完成，本人在此謹代表各委員
向各位家長，致以無限感謝。當天我們的攤位很受歡迎，所預備的食
物份量亦恰到好處，並沒有浪費食物。

各家長委員於開放日當日準備好各類食物，以答謝
各位來賓的到來。攤擋的食物亦廣受各人歡迎 呢！

但最值得一提的是當天讓我看到許多感人的場面，很多校友帶同
他們的子女回校，有部分校友更在會場內設攤位，例如畫人像，以他
們的專長來為母校校慶出一分力。而部分校友又約同了很久沒見面的
同學一同回校，當他們見到老師的那一刻，那種興奮的情緒，真是難
以形容。雖然我不是他們的一份子，但我卻感受到他們師生之間的感
情是十分深厚，但願文理書院這濃厚的人情味能夠永遠延續下去。

家長園地…45 周年校慶開放日有感
於開放日當天讓我深切體會到文理書院的師生關係融洽，
正由於師生們的通力合作，才能把開放日籌辦得有聲有色。家
教會的委員亦盡一分綿力設置小食攤位，發揮家校合作的精
神。不少舊生亦回校參觀。各位前來參與開放日的來賓看到了
這些多元化的節目，都感到很雀躍。我也心想孩子能來到文理
書院就讀，真的十分安心。
2007-2009 年度家教會委員
楊秀珍女士
本屆的家教會委員於展板前合照留念

1T 鄺曉峰同學家長

我很高興在家教會的邀請下能參與貴校的四十五周年校慶開放
日。當天我於家教會負責的攤位中負責烹調「瑞士雞翼」，
能夠參與是次活動，讓我樂在其中。這次開放日，有很多值
得讚賞的地方﹕首先，我覺得負責茶道的老師服務態度良好且
十分有禮。其次當天設置的攤位亦非常多元化。此外，校長的

2007-2009 年度家教會主席
禤楊玉芳女士
6S 禤啟泰同學家長

很榮幸及高興能和小兒一同參加文理書院的開放日，亦適逢是次為貴校「四十五周年校慶」。這確是令

笑容友善、副校長、家教會主席禤太、周佩賢老師和張詠佳老
師也十分和藹可親。正由於開放日的活動十分多姿多采，令本
人的兩個兒子在開放日中也玩得很盡興。在此，謹祝文理書院能
繼續昂然向前邁進﹗校長及各位老師教安及工作愉快﹗
鄭賽如女士

人值得紀念的一天，小兒一大清早便已回校準備參與「合唱團」的表演。

開放日攤位遊戲－扭扭氣球

2N 鄭德權同學家長

想不到踏入學校，已有一班很有禮貌的學生接待我們，而跟著在禮堂內亦
欣賞到一幕幕「文理書院」的成長片段。此外，學生代表出色的表演亦令
學校的開放日剛於 4 月 13 日圓滿結束，回想起學校的開放日實在令我十分難忘。

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隨後再到二樓露天廣場參觀，有各項特式攤位，除
遊戲攤位外，亦有色香味俱全的小食攤擋，當中包括：懷舊麥芽糖

雖然我們卸任家教會委員多年，但是仍收到學校的邀請咭，邀請我們回校參觀。4月13日（星

餅、爆谷及糯米糍等食物。另外，不可不提的是一群熱心的家長教師

期日）
我相約了兩名家長——譚太及李太一起回校到處參觀。首先來到家教會設置的攤位，家教會主席

會委員，我看見她們很熱心及親切的派發著食物，為是次的開放日出

禤太及各家教會委員製作了很多美味可口的茶點，實在令人感動。忽然聽到一陣陣熱烈的掌聲，好奇之下從

了不少力呢﹗

人群中看個究竟，原來是一些學生正在表演，有些學生在彈奏

學校方面也安排了多項活動，在每層的課室內也設有各項特式玩

古箏，有些學生在唱歌，有些學生在跳舞，他們全情投

意，最令我及兒子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實驗室內試做葉脈書籤後，便

入，水準十分高，學生們精彩的表演，帶動了開放日歡樂

能獲送一隻小龜。這份禮物真的令我既開心又難忘。小兒亦很高興把小
龜帶回家飼養。真的想不到可在「開放日」中能擁有此特別回憶，直到
開放日攤位遊戲－齊享美食

今天我們一家都很高興能於當天一同參與是次開放日，小龜正是當天美好
回憶的見證呢﹗

今年的開放日十分成功，期待下一次學校開放日的來
臨，可以再回校分享老師、學生和家長們努力的成果。
簡桂蓮女士

徐淑嫻女士
1K 梁凱傑同學家長

10

的氣氛。

校友陳嘉駿同學家長
開放日音樂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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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園地…45 周年校慶開放日有感
2008 年 4 月 13 日，是香港文理書院 45 周年校慶開放日。轉眼間，小兒已離開
學校3年多，今天我又再次回到學校，一種很親切的感覺又再次浮現。當我看見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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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會訊

長和老師們時，想不到我們還記起對方，彼此更像久未碰面的舊朋友一樣絮絮不休。

校長的話

回想起以往和家長們一起合作舉辦校內親子活動時的情形以及校長、老師們對我們的
關懷，這一幕幕的往事真是令人懷念。現在看見這一次開放日舉辦得這樣成功，的確
替學校高興，希望文理書院能繼續努力培養出更多優秀的下一代。

張麗雯博士

各位家長:

梁文慧女士
校友李晉傑同學家長

十分感謝家長的支持，本期通訊跟上期一樣，收到多位家長的投稿，分享了她們參與本校活動後的感受。除家長
外，本期也節錄了全國寫作比賽一等獎得主程梓浩同學的分享和心得，供家長閱覽。此外，四十五周年校慶開放日已於
本年 4 月 12 日及 13 日舉行。除開放日外，下學期亦舉行了多項活動。以下為家長作出扼要報告。

一. 本期內容簡介
各新舊委員難得於開放日
當日聚首一堂

我已經是第二次參觀文理書院的開放日，而距離上次參觀至今已相隔五年，當時正是文理書院成立四

本期多位家長分享了她們參與校慶頒獎禮、開放日及擔任時裝設計比賽評判的感受，亦邀請了家長教師會副主席陳
德萍女士分享她就讀中三級的兒子張富肇三年來的改變及她培育兒子的心得(見頁八)。張同學本學年屢獲全港單車賽獎
項，包括校際單車賽中學組男子乙組第四回合冠軍、第三回合亞軍、第一
回合季軍及全港公路單車賽少年組季軍。
此外，頁三及四節錄了程梓浩同學於 5 月 19 日向全校同學分享他於 4
月 27 日至 29 日前赴上海參加 2007-08 年度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的感受及
寫作心得。他為香港八名代表其中之一，在近三千萬名參賽者中脫穎而出
獲一等獎。本校已連續兩年獲此獎項，去屆中七級周雅同學奪得此項殊
榮，本校師生均深感自豪。在此感謝家長教師會致送祝賀橫額。家長如有興
家教會恭賀本校獲中國中學生
趣閱覽程同學的獲獎文章《夜來風雨聲》
，可瀏覽本校網頁的《成就及獎項》
。
作文大賽一等獎的橫額

十周年。我的女兒畢業於 2004 年，現已離校，雖然如此，但我偶然也有參加一些學校舉辦的活動，如四十

二. 四十五周年校慶開放日

五周年晚宴等。這可能是我曾經是家長教師會成員之一，又時常與正副校長及其他老師一起開會，時間長

開放日當天有不同學科及課外活動學會的展覽、示範及攤位遊戲，
還有家教會設置食品攤位，很受在場人士歡迎，只見家長忙於供應她們
預先精心炮製的食物，而她們仍樂在其中！各家長如欲重溫兩天的熱鬧
情況可瀏覽本校網頁。本年度最後舉行的校慶活動為四十五周年校慶聯
校匯演，謹定於 7 月 9 日假香港大會堂舉行，歡迎大家出席欣賞節目。
為表揚歷屆各組別成員對學校發展的貢獻，校方於開放日揭幕禮時邀
請在座嘉賓見證各個組別代表於禮堂舉行牌匾揭幕儀式，以誌紀念。其中
包括家教會主席楊玉芳女士由潘順國校監及劉振華校董陪同下
主持家教會主席牌匾揭幕儀式。

了，便不期然對學校產生了一份特別的歸屬感，故今次的開放日，我也務必出席。那天我回到學校時的心情
與學生沒兩樣，都是充滿喜悅。當時看到老師們滿面笑容地歡迎我，副校長還送給我一份紀念品，這一切均
使我感到既親切又感動。
談到這兩次開放日，兩次相比，相同的地方是校園一樣有精心的設計，有吃有喝，有趣的攤位遊戲及其
他各項活動等。不同之處是校園的佈置更精心，家長們製作了不少巧手的食物，其中最特別的是學校增加了
活動的空間及場地，因為擴建的工程已經全部完成。此外，廖校長及部分老師亦已退休，故校園裏增添了不
少新面孔的老師。不過我很幸運能在新翼那邊遇到了廖校長，因有很多的家長及學生不停地與她打招呼，故

三. 下學期其他活動

我只好跟她相聚片刻後便離開。我正熱切期望第三次開放日的來臨呢﹗

5 月 5 日及 6 日 全方位學習日
中一至中四及中六級的同學在老師的帶領下進行參觀活
動，提供課堂以外的學習經歷，增加同學的見聞，參觀地點
超過 10 個，亦有乒乓球組前往深圳
進行訓練。本期有負責老師歐陽昇
良、陳淑媛教練及 4 位乒乓球隊隊
員為我們分享是次訓練的感受。

李佩賢女士
校友譚穎怡同學家長

家教會主席牌匾揭幕儀式

參觀香港規劃及基建展覽館

參觀嘉里白鷺湖互動中心

參觀屯門公眾騎術學校

開放日攤位遊戲－百發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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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家長教師會主席牌匾

參觀淘化大同食品廠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