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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最近收到前紐約巿財政局副局長李育堯校友贊助港九文理兩校各二萬五千元，

以資助學生藝術發展；李校友又以作為侄兒的身份，紀念著名國畫家簡文舒女士，

捐贈簡女士之畫冊予我校同學，讓同學學習國畫，這本畫冊在美國是學校教材。

如李校友那樣關心和愛護學校的校友，

實在多不勝數。這是我校的優良傳統。校友一向是學

校強大的支持和動力來源，回饋是多方面的。又如在本學年陸運

會上擔任主禮嘉賓的曾貴賢校友，也是熱心回饋母校的一員。早於 1997-

98 開始，他慷慨捐助款項設立曾貴賢傑出運動員獎。今年 3 月，以加西校

友名義捐贈乒乓球桌。曾校友熱愛乒乓球，是當中的好手。他是我校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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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港九校際比賽團體冠軍的隊中成員。而校友會加西分會，也是

曾校友於 1994 年成立的。

曾校友喜愛唱我們的校歌，他透露早年在渥太華大學讀書時，

學習駕駛小型飛機從渥太華飛往京士頓途中，便唱著校歌（英文版

本）：“Hold our heads up, our crest high, always forward 

let us stride……”。他表示文理校歌能使他駕駛飛機時更自由、

更有方向、可展翅高飛。在陸運會致辭時，他向同學說出「文理是

我家 齊來愛護她」

這兩句他常掛在口

邊的說話，可見對

母 校 有 著 深 厚 情

誼。曾校友甚具創

意，過去有多項發

明，並在內地獲得

專利。他更樂意付出寶貴時間為

同學參加校外科學發明比賽作品給予建議。 

其實，除早期畢業校友外，近年畢業的校友也充份體

現我校回饋精神。其中一例就是我校 2013 年金禧校慶聯

校匯演的其中一位表演嘉賓蔡嘉成校友。他曾獲 2009 年

在澳洲悉尼舉行的 TVB 全球華人新秀歌唱大賽冠軍、最佳

台風獎及最具人氣獎。他曾在澳洲從事青少年台風及跳舞的培訓工作，

近年返港協助父親發展業務。今年聖誕假前，他特意回校送贈禮物。在

閒談中，他表示如學弟學妹在演藝方面有興趣，他願意協助培訓。

另一位有心有力的校友例子是王天賜，他就讀香港大學精算學系期

間，已協助學校籌辦多個發展同學個人成長的計劃。2011 年農曆新年，

他帶領學弟學妹進行年宵巿場創業活動「紙能回味」。王校友一直喜歡

「以生命影響生命」的教育工作，於 2013 年毅然放棄商界工作返回母校

成為我們教學團隊的一員，我們很受鼓舞。我在此作一預告：2015 年王

校友將再次帶領學弟學妹籌辦維園年宵

活動，屆時請家長們多多支持。

最後，送馬迎羊，新的一年快將來

臨，謹祝各位新春快樂、喜氣「羊羊」！

張麗雯博士

曾貴賢校友致辭

曾校友頒發獎項予全場冠軍班別

王校友與其他校友接受傳媒訪問
王天賜校友於維園年宵與

潘順國校監合照

蔡嘉成校友獻唱

《唱這歌》，極具風采。

蔡校友與學弟學妹一起載歌載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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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學校運動會家庭接力賽，由往年 1 組賽事增至 2 組。在寒風中，大家站在

起跑線上，卻登時感到一份份溫馨暖流。每個家庭都凝聚着熾熱的拼搏精神，全力

以赴，與此同時，家長更把家庭的力量注入學生的校園活動內，勇往直前，有著這

力量的支持，相信學生在校內必能全力發揮自己。

我最近讀過一篇有關子女難以管教的文章，我選擇當中一些內容跟大家分享。

「管」和「教」的分別

先管後教，是為了子女的安全和讓他們感到受保護。面對危險的處境，先要規管然後再作教誨，例如孩子

幼小時，父母不准孩子入廚房，為的是避免受傷；當子女日漸成長，有些家長會規定孩子何時回家，免得在街

外流連，這些規定是先管後教。

先教後管，是為了子女的教育和栽培。孩子需要學習才能成長，除了學校提供的教育外，還要學習與人相

處、承擔責任、判斷是非、時間運用、自我照顧等等生活必需，這都不是與生俱來的本領，必須靠父母傳授。

父母在傳授本領後再監管實踐，就是先教後管。

不論是管是教，最重要是父母付出時間，透過日常生活，身體力行教導。在親子接力賽中，令我最欣賞的，

是平時甚少運動的家長，為了子女而第一次踏上賽道上，除了表現對子女的愛護外，更見到他們以行動贏得子

女的尊敬及愛戴。有了這種親子關係，子女一定很接受父母的管和教。在此多謝各家長支持我們家教會的活動。

最後，我衷心感激校長、老師及家長們，並謹祝大家身體健康！

本會今年舉辦的中一迎新講座，主

題是「親親你、管吓你」，邀請了註冊

臨床心理學家何念慈女士主講。何女士

在親子溝通、青少年發展和正向發展等

範疇都有豐富經驗。家長藉此機會了解

子女面對新校園生活及環境時的需要，

學習如何適應子女升中學後的轉變，並

加強親子的有效溝通。

本會陳基耀主席及前主席伍惠玲女士分別在迎新日中

向各中一新生家長介紹本會的發展，並鼓勵家長抽空參加

活動或成為本會義工，藉此加強與學校和老師的聯繫。同

時，鼓勵家長多關心子女在校生活，為他們有一個愉快的

校園學習生活而努力！

家教會主席 陳基耀先生
（4K 班陳亮言同學家長）

何念慈女士與本會委員及家長合照

何念慈女士

陳基耀主席

伍惠玲女士

家長踴躍發表意見
出席的家長眾多，反應熱烈。

活動概覽（一）

主席的話

(13/7/2014)中一迎新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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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運 會 於 2014 年 10 月 3

日舉行，同學游泳競技，爭奪桂

冠，度過了一個氣氛熱烈、充滿

動感的上午。本會舉辦的家庭接

力賽，上陣的家長和同學有來自

中一的父女兵，也有來自中六的

母子組合，後者更是母親特意為

即將畢業的兒子而出賽的。各人

在天朗氣清的美好日子，游泳競

技，共享喜悅。獲獎家長和同學與主禮嘉賓一起分享喜悅

活動概覽（二）

主禮嘉賓校友會鄧良賢
會長與同學們分享感受

家長、校長、老師和同學參與展覽活動

張麗雯校長獲邀為主講嘉賓

水運會 2X50 米家庭接力賽 (3/10/2014)

中二、中三家長夜 (17/10/2014)

本校於 2014 年 10 月 17 日舉行「中二、中三級家長夜」，

本會邀請資深教育心理學家謝清美校友主持「誰能明白我」。

在講題中，謝校友與家長們分析子女的內心世界，提供建議，

協助家長了解子女和如何支持子女成長，讓他們積極和專注地

學習。同時，家長越能夠幫助孩子找到自己的寶藏，孩子便越

有生命力及動力改善自己和成長。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攤位分享展覽活動 (18/10/2014)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辦的攤位分享

展覽於 2014 年 10 月 18 日舉行。張麗雯校長

獲邀為專題講座的主講嘉賓之一。在展覽上，

陳基耀主席、張校長、家長義工、老師和同學

向參觀的東區家長介紹本校的辦學方針和發展

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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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概覽（三）

本校繼續參與一年一度的東區升中選校巡禮，準備了設計精美的展板以及介紹學校工作和同學發展的

刊物。張校長、陳基耀主席、老師和同學代表細心地向來自區內的家長和同學介紹本校，讓大家進一步認

識本校的特色。

本會一向致力加強家庭成員間的溝通，藉著活動讓家長和子女增進聯繫，培養感情。在 2014 年

12 月 17 日舉行的週年陸運會中，本會舉辦了家庭接力賽。家長、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員一同參與賽事，

爭取佳績。其中一位參賽家長撰寫的文章請見家長園地（第 7 頁）。

張麗雯校長、陳基耀主席及學生代表向家長及同學介紹本校特色

東區升中選校巡禮 (22/11/2014)

陸運會2X50米家庭接力賽 (17/12/2014)

參加者與本會委員及老師合照

主禮嘉賓曾貴賢校友頒發獎項

起步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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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委員活動 本會家長委員積極推動會務，舉辦和協助推行多元化活動。各項工作的成

功推展，有賴家長、老師和同學的支持，期望日後有更多家長參與本會的工作，

以推動會務的進一步發展，繼續有效發揮家校橋樑、促進家庭關係的角色。

張麗雯校長及本會委員設宴慶祝前主席

伍惠玲女士（相片中後排左三）榮獲香港家

長協進會主辦第三屆香港十大傑出家長選舉

「十大傑出家長教師會領袖」。而值中秋佳

節，李秀月女士更送贈月餅予大家品嚐。眾

歡聯誼，度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

9 月 26 日，本會邀請了多才多藝、經驗豐富的前委員劉小玉

女士擔任小熊製作活動的導師，透過準備材料、示範及詳細講解，

讓家長委員可以一嘗製作小熊玩偶的喜悅和樂趣！

伍惠玲女士

中秋聯誼活動 (27/8/2014)

製成品

前委員
劉小玉女士

參加的家長聚精會神地
製作可愛的小熊

家長小熊製作活動 (26/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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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見文理有心人》

今天是女兒中學第一次陸運會，很高興我可以參與她校內

的比賽。當天天氣很寒冷，只有 11 度，但我在運動場裏看見

每位不怕寒冷、充滿活力的年青男女同學，為了個人或班級，

很自信地向着目標而前進。也有為同學熱烈地打氣，使我也覺

得年青了。

在塲內認識了家教會陳基耀先生、張麗雯校長及曾貴賢先

生。雖然大家閒談時間不長，但讓我察覺到陳先生對學校與家

長的熱誠，真的做到家長及老師們的橋樑。張校長帶領學生參

加課餘活動，增加課本以外的知識，又加深他們對事物的興趣。

張校長對教育很有熱誠。最後，認識了文理的大師兄曾貴賢先

生，他是在四十多年前代表文理書院參加港九總區乒乓校際比

賽成員之一，他描述當時緊張的比賽情形，好像昨天發生的事

般。他說做任何事都要有自信、毅力，最後總會成功！

我體會到陳先生作為父母對孩子的愛；張校長對教育的熱誠；曾先生對母校的關懷，對

學弟妹的教誨及鼓勵。現今是電腦世界，人與人關係很疏離，很高興有這幾位有心的人教導

這班年青人。 江寶昇先生
(1H 江芷晴同學家長 )

江芷晴同學與父親合照

家長園地

《我的孩子愛回校》

自從兒子升中後，每天放學回家，便不斷分享學校的

趣事，如那些同學很搞笑，那些較佻皮，小息可玩摺飛機

比賽等，嘻嘻哈哈的喋喋不休，看見他每天開開心心，我

也被他感染了。雖然他有時也會說有很多課本要溫習，不

停有小測、默書、測驗，但最後也明白，老師的安排是為

日後考試減輕負擔，所以最後他也很樂意接受。

 從小至今，家裏也沒給兒子太大壓力，有善良的心

和不沉迷玩樂，那便行了！小學時的他較被動，現在看著

他開始有較積極的改變，真的感恩學校及老師們的努力。

學校的老師們十分親切，很樂意幫助學生解決難題，經常

和學生打成一片。有一天我問兒子：「為什麼你現在會自

動自覺溫書，以前卻要三催四請 ? 」他很直截了當笑著回

答：「因為我喜歡學校！」

黃燕薇女士
(1C 魏正為同學家長 )

魏正為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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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頒發之獎項

以下獎學金由家長教師會撥款資助

家長教師會 2013-14 年度品行及學業進步生

中一 黃鑫

中二 邱瑞金

中三 林兆禧、朱鑫健

中四 顧梓俊、何樂文、彭志豪

中五 姚韻怡、陳徑森、梁志偉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頒予
學生會主席 (13-14)

中五
張馨茹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頒予
首席學生長 (13-14)

中五
郭智健

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 (2013-14)

項目 支出 收入

政府津貼 14,811.00 

會費收入 36,200.00 

濕地公園一天遊 16,704.80 7,360.00 

親子盆菜宴收費 11,538.50 4,740.00 

冰皮月餅製作 456.20 600.00 

小食製作班 566.00 280.00 

「生果日」活動 2,983.70 

講座：為子女正能量加油 2,600.00 

講座：親親你、管吓你 4,000.00 

贊助活動：北京 6天考察團 13,000.00 

贊助活動：紅十字會團員裝備及配件 3,000.00 

贊助活動：迷你傳統花牌製作工作坊 1,500.00 

贊助活動：英文學會活動雜項 1,853.10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4,000.00 

家教會會訊 9,900.00 

學生廁紙 5,184.00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年費 300.00 

短訊服務 2,448.00 

喪禮花籃（高贊明校董之母親） 500.00 

原子印 185.00 

銀行手續費 25.00 

總計： 80,744.30 63,991.00 

上學年結餘（2012-13） 73,126.60 

本學年結餘 56,373.30 

陳基耀
主席

陳基耀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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