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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在校內推動讚賞文化，在第三學期家長晚會，我們邀請了「我讚 ! Praisage」網絡創辦人

陳偉業先生為我們主講讚賞的力量。當晚學生們更即埸送上感謝卡和花束感激父母。台下的觀眾

都深深被家長和學生彼此欣賞和感謝的行動所感動。

「我讚」校園讚賞文化活動

1B 彭偉滔和父母

1C 羅子涵和父母

同學向家長獻上花束和讚賞卡

校長致送感謝狀給我
讚網上平台的創辦人

陳偉業先生

同學們在感恩支票和感謝卡上寫下感激和讚賞父母的說話

1B 彭偉滔
爸爸媽媽：

　　謝謝你常常用心教導我做功
課，在我患病時悉心照顧我，謝
謝你們！

偉滔敬上

1C 羅子涵母親

子涵：

　　謝謝你於我出外工作時照顧有

腦退化症的婆婆，免得她發生意外

及做一些出乎意料的行為，這片孝

心實在值得讚賞和表揚！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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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團契背景
　　2004 年本校一班家長響應中華傳道會柴灣堂 ( 本校教會 ) 和本校老師的呼籲，成立了「為學生及學校守望禱告

會」。這禱告會為了加強關心各家長的需要，於 2006 年 4 月演變成為「家長團契」。

　　家長團契是一個祝福劉永生中學的家長群體，10 年來舉辦各類親子講座、家長分享會、家長加油站、親子營會、

及查經班等活動，並成立家長天使行動，關心和探訪面對困難的家長及其家庭。

黎志文先生
(5B 黎卓衡同學家長 )

　　我信主的經歷，是從劉永生中學開
始。之前我曾間中參加學校家長查經班和
家長團契，認識了一些基督徒家長和老
師。他們在我最困難的時刻給予我很大的
支持和安慰，也到我家中和醫院探望我患
病的太太。當老師向我傳福音的時候，我
深深感動，於是決志信主。我看見神的恩
典。我知道信主不是代表今後一帆風順。
但我知道遇上困難和挑戰時，上帝與我同
在，我必得到平安。

余如菲女士 ( 蕭永熹校友家長 )　　在 2004 年 12 月的家長講座中，老師推介了一本《但以理子女教育法》的書。作者用「以神為本」的教育法教導三個兒子成材。我本身是基督徒，讀後很有得著，立志按神的旨意教育兒女。學校當時招募基督徒家長每月一次為學生和學校守望祈禱，隨後兩年學校亦舉辦了「中一家長學院」，家長無論是否基督徒，只要願意，都可以加入。團契的雛形便漸漸成了。2006 年 4 月，在老師帶領下，「家長團契」成立。過去十年，我們一班新舊家長風雨不改，在每月最後一個週二晚上在學校的學生活動中心聚會。過去的日子都在上帝恩手帶領下渡過。祂賜無窮恩典，讓我們與很多家長分享主耶穌的愛，使他們藉著信仰改變生命，重拾盼望，建立和諧家庭。今年是團契十週年，願主帶領我們繼續祝福更多家庭。榮耀歸給神。

見証分享 ( 一 ) 見証分享 ( 二 )

日期：2016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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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家長教師會主席榮獲

「香港十大傑出家長」
　　香港家長協進會今年舉辦「第四屆香港十大傑出家長選舉」，以表揚家長對教育的貢獻並提升家長的社會地位。經

本校推薦，本校家長教師會主席何玉娟女士榮獲今年「香港十大傑出家長」殊榮，本校同仁和家長教師會在此道賀。 何

女士近 5 年對本校家長教師會貢獻良多，2015 年她領

導本校家長教師會在「第一屆香港東區家長

教師會選舉」中，在 15 間參賽中學家長教

師會中脫穎而出，榮獲中學組最具領導團隊

大獎，並同時榮獲「家校合作之星」獎項。

大家都很努力
陣容鼎盛

雛型已出

　　2015 年 11 月 29 日，本校家長教師會參加由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於石澳泳灘舉辦的『2015 親子堆

沙比賽暨繽紛同樂日』，比賽主題為「十二生肖」。

　　我首次參加「親子堆沙活動」，既緊張又期待。剛開始時，各隊伍都飛快地「掘」。 我們亦趕緊開始，

旁邊的觀眾也為我們打氣呢！場面十分熱鬧。

　　各位參加者都付出努力。歡樂的時光剎那就過去了，大家都很滿意完成的作品，我們還拍照留念，最後

大家都依依不捨離開。

　　感謝神讓我們能享受神所創造的美好天氣，也感謝校方推動這有益身心的活動。

1A 黃鈺琳家長

親子堆沙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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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德富校長

　　歐洲奧地利有一種名叫北方禿朱鷺的罕見候鳥，每逢冬天都南飛避寒。鳥學家顧及該鳥類數量瀕危，

於是花上時間人工培育多隻北方禿朱鷺。

　　這群鳥得到良好飼養，起居飛行都獲悉心照顧，結果卻是導航本能喪失了；到了冬天，還需依靠研

究人員駕車送載到南方避寒！

　　孩子成長也如是。現今社會出現直升機家長等標籤性的名稱。給父母寵壞的孩子，就好像被鳥學家

過份照顧的候鳥一樣，可能連覓食

和尋找方向的能力都失去。

　　在日常的親子教育上，為人父

母如何在教養過嚴和過寬的兩極之

間，取得平衡呢？這是一門學問，

也是一份智慧。家長教師會各類活

動正是家長們集思廣益的好平台，

大家的經驗分享與交流，是寶貴

的。我們給予子女一點一滴的悉心

栽培，正是他們健康成長的關鍵。

　　「夏天收聚的，是明慧的人，

收割時沉睡的，是貽羞的人。」

- 聖經 ‧ 箴言 10 章 5 節
基督徒大會

何玉娟女士

　　很榮幸及高興能夠躋身「十大傑出家長」之一，在

此感激學校的推薦和家人對我的支持和鼓勵。從徵文遴

選到面試確實是要「過五關，斬六將」，過程中，我既

能夠反思自己的不足，又能從來自各個地區的家長身上

彼此學習，實在是非常充實，獲益良多。我盼望將來能

不斷突破自己！

　　獲獎後我反思，子女的成績其實真的不是最重要。

反之，他們能夠在快樂的環境下健康成長，有着良好的

品德人格，才最令父母欣慰！

校
長的話

主席的話

禿朱鷺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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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2 月 5 日是本校一年一度的繽紛校園開放日。在熱心的家長

委員和陣容強大的家長義工協助及努力下，家長教師會的攤位是眾多攤位

中最受歡迎的一個。委員和家長義工除了提供美食為開放日增添歡樂氣氛

外，也為緊急慈惠基金籌款舉辦義賣活動，所籌得捐款會幫助有需要的學

生及其家庭。

為本校家教會的緊急慈惠基金作出義賣

陣容強大的家長義工

街坊專誠來買禮物，多開心
新舊家教會家長委員合照

大澳特產—蝦膏

大澳特產—花膠

大澳特產—炭燒雞蛋仔 大澳特產—海味

大澳水鄉

每次家教會旅行都很受大家歡迎

下年再來

抽中獎，真開心

十六週年開放日

東涌炮台、昂坪市集、大澳

親子一天遊

東涌炮台

1C 羅子涵家長

　　今次旅行的地點是有「香港威尼斯」稱號

的大澳、香港法定古蹟的東涌砲台和熱鬧的昂

平市集。首先，我們到大澳遊覽，那裏十分熱

鬧，水洩不通。之後我們到威尼斯酒家吃午

飯。午飯後，我們乘車到昂平市集。那裏和大

澳一樣熱鬧。感激家長教師會舉行是次活動！

希望日後我們可以再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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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獎連環的
五獎連環的

八十周年校慶之「校園漫步」

大家正在用心製作月餅

冰皮月餅班大合照

大合照

經驗豐富的導師

刮痧療法示範

冰皮月餅班
冰皮月餅以外的喜悅 1B 李鎧咏家長

　　在參加家長教師會冰皮月餅班之前還擔心自己能否完成製成品。

隨着導師的指導下，我可以釋疑了，因為一眾義工家長及委員們已

細心地為我們預備了一切，省卻了複雜的工序，讓我們能享受製作

的過程，和孩子一起渡過一個愉快的下午，衷心感謝他們的辛勞啊！

漂亮的製成品

保健刮痧療法班
5B 黃銘涓家長李慧珍

　　在 2016 年 5 月 28 日，我懷著興奮的心情來到學校參加刮

痧學習班。我以前對刮痧並沒有認識，聽導師講課今天是第一

次。刮痧是傳統中醫學上一種醫用保健方法，和針灸、艾灸一樣

是不能丟失，需要傳承的文化遺產。經過導師講解，我認識到人

身體上的穴位，刮痧的手勢等。短短兩個半小時，我獲益匪淺。

導師：吳桂薇女士

導師：胡美寶女士

敬 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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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周年校慶之「校園漫步」

家教會主席致謝辭

經驗豐富的導師

導師用心教授

大家投入學習製作

美味的鯉魚年糕

冰皮月餅班

　　2016 年 9 月 10 日為每年一度的敬師日。在前

一天的早上，家長委員們一早到達學校，為老師們送上

精美的雨傘，以表謝意。這些雨傘雖然不算貴重，但代

表著老師為學生「擋風遮雨」，扶持他們健康成長。

導師：吳桂薇女士

校長代表接受禮物

新春賀年食品製作班
3B 馬崑焯家長

　　今年 1 月 23 日有幸參加家長教師會新春賀年食

品製作班（鯉魚年糕和油角）。我一直以來都有製作

油角，但年糕從來未做過，所以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來

參與。當我看到導師帶來的工具時，嘩！大陣仗，有

蒸鍋、炸鍋、量杯、電子磅、糯米粉、糖、花生、椰絲、

油……在導師的指導下，家長、小朋友都很有心機去

製作。當大家看到栩栩如生的鯉魚年糕出爐時，個個

都爭先用手機拍照。在此多謝導師在百忙之中抽時間

來教大家製作精緻的節日美食。

敬 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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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 年度敬師標語創作比賽結果
冠　軍

1B 蔡綺琦

老師關懷顯愛心，學生發奮報師恩。

季　軍
5A 楊慧琪

良師教誨，銘記十載；

無私奉獻，育出英才。

亞　軍
4C 陳明傑

師恩深重如雙親，唯以勤學報師恩。

1B 李鎧咏

春風化雨數十載，無怨無累我敬愛。

3A 李婷慧

師以汗水，築我未來。敬師尊長，學生之本。

4C 李　影

古之學者必有師。今之學者必敬師。

5B 黎梓祈

敬師愛師教無私，歡欣感恩顯我心。

5C 譚靖榆

恩師之情深如海，桃李芬芳滿天下。

優
異
獎

5D 呂承禧家長阮佩儀

　　每年第二學期的 4 月，學校都舉行家長日。該天午間時段，家長教

師會都會舉行敬師聚餐，以答謝老師不辭勞苦和耐心教導我們的子女。

這項活動饒具意義，是劉永生中學的傳統，自 2001 年以來從不間斷。

　　今年是我第三年參加敬師聚餐。我以司儀身份參與，既緊張又興

奮。今年大會以「欣賞與鼓勵」為主題，在每一句學生「敬師標語」參

賽作品中可見一斑。學生們的欣賞和鼓勵形成一股正能量在校園中飄

盪。敬師標語頒獎之後，我們以色香味俱全的食物來答謝校長和老師們

的辛勞。

敬師聚餐大合照熱心籌備及幫的家長義工

敬師聚餐

老師們正在享用美食

家長預備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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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膳供應商試食會飯 商 試 食

參與試食的老師參與試食的家長義工

　　由本校家長團契及中華傳道會柴灣堂合辦的「永不放

棄」親子講座於 2016 年 9 月 9 日晚上舉行。講員麥潤壽先

生 ( 麥 Sir) 是《星空奇遇鐵達尼》電台節目主持人。他曾經

歷過飄搖的日子。他的口號和格言醫治了不少迷失的心靈。

他還自掏腰包，於 2002 年創辦「永不放棄同學會」，舉辦

青少年訓練課程，提供實踐的機會，潛移默化地助人解煩

惱。麥 Sir 認為世上沒有真正的成功與失敗，因為一切都看

自己如何去界定。不管選擇哪一方，路都要繼續行，麥 Sir

最想表達的信息：「如果你認定失敗就等於放棄前行。」當

晚講座有百多位家長和學生出席，講座後有分組討論，讓家

長和學生分享講座內容的得著。

「永不放棄」親子講座

4D 鄒兆證家長

　　學校曾經舉辦過好幾

次試食會。今次，我和其

他兩位老師再被邀請試食。

無論場地安排和流程，我

都看到這三間供應商十分

專業，無論是食物的賣相，

質素 ，還是環保概念都做

得很好。大家認真評分，

總括來說，甄選過程公平

公正，完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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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軒老師

　　丈夫應該愛自己的妻子，好

像愛自己的身體一樣；愛妻子就

是愛自己。

以弗所書 5:28

　　愛人如己這基督徒的誡命，

其實每個年紀都有不同的領受。曾

以為顧及別人感受已經是愛，萬萬想不到，有人會令我想將

自己最好的都給予她。自己最愛的菜，因對方也愛吃，儘管自己

想吃，還是讓給她。有意見不合時，自己固然希望對方遷就，正

因如此，便更多忍讓對方。更感恩的是，我娶了一位也如此愛我

的妻子。感謝主。

許文偉老師

Hanna 出世了 :>  ( 取自聖經，意即【恩典】)

6 年前，歷時 30 多小時生了哥哥許獻；

6 年後今天，歷盡一切盡是恩典的時候，短短數小

時生了妹妹許呈！ 

【許呈】與哥哥【許獻】一起喻意 獻呈上帝，

一生一世 ，因為一切盡是神的恩典！

「一起走過危難有多美 同分擔喜與悲
互勵互勉體恤 彼此分擔代求

我們愛   因為神先愛 」

　　偶爾哼著這首歌，把我帶回婚禮當天，

誓詞仍在腦海迴盪，鏗鏘有力。相遇，相知，

相愛，然後牽手步入教堂。

　　找到生命中相伴扶持的靈魂伴侶，好不

容易，一切源自上帝厚恩。 

　　感謝主，讓我每天感受著愛與被愛。

許真真老師

鄭偉文老師

　　感謝神，我們於本年六月五日喜

獲麟兒，他的來臨讓我們欣喜無比。

我們為他取名叫「樂行」，英文名是

「KARSTEN」。我們祝福他每一天都活

在主裏，長大後認識基督，樂隨主行，

願意作主的門徒，成為別人的祝福。

中一家長活動介紹日

《留在心中，劉在心》
劉建豪老師

3 月 2 日出生的劉在心，

你出生的樣子已經留在我心中，

你這半年的行為已存在我心中，

你日後的成長也將會在我心中，

希望爸媽的付出，你也留在心。

家有囍事

灌秀雲老師

　　我叫梁正心。

　　剛正不阿、心存感恩、

開心活在神的旨意，是父

母對我的期望；食粥仔、

聽故事、與哥哥玩耍，是

我最大的滿足與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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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響應環保及舒緩家長的經濟壓力，本校家庭教育組與校友會每年均合辦舊書

買賣活動。每次活動反應也非常熱烈，也幫助不少家長節省買書的開支。今年舊書

買賣是在 2016 年 7 月 7 日舉行。

　　2016 年 8 月 20 日下午，家長教師

會、家長團契及中華傳道會柴灣堂義工

在中一家長迎新日家長活動介紹環節中

和中一家長交流互動。活動主要是透過

班主任、家長委員和義工，以及教會傳

道同工及學生的耐心分享與解答，讓家

長可以互相認識以及了解中學校園多姿

多彩的家長活動。今年還加插了由學生

帶領的校園參觀環節，讓家長更進一步

認識學校。

中一家長活動介紹日

舊 書

買 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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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週年財政報告
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 15 年 12 月至 16 年 11 月

承上結餘 53,206.23 

收入

活動收費 家長興趣班物資收費 1,845.00 

親子旅行收費  14,040.00 

敬師聚餐家長贊助 2920.00 

舊書買賣行政費收入  150.00 

18955.00 

會費  11,800.00 

教育局津貼  14,267.00 

資助及贊助：

　家教會會訊贊助  11,120.00 

　校慶攤位義賣收入  1,658.70 

利息  6.82 

57,807.52 

總收入 111,013.75 

支出

活動費用 敬師聚餐 (4342.00)

敬師日 (1632.00)

興趣班支出 (1590.00)

親子旅行支出 (18948.00)

家長義工燒烤晚會支出 (1941.70)

其他 (335.00)

(28788.70)

會訊 (2990.00)

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費 (300.00)

家長教師會成績優異獎獎學金 (18600.00)

總支出 (50,678.70)

盈餘 60,335.05 

緊急慈惠基金財政報告 15 年 11 月至 16 年 11 月

承上結餘 15,823.20 

收入 開放日緊急慈惠基金籌款 3,920.00 

支出 學生緊急家庭開支 -5,500.00 

盈餘 14,243.20 

會訊贊助名單
羅秀雲 陳嘉莉

黃曼然 何嘉能

盧振輝 張芷瑩

馮玉蓮 Chan Sau Yee

胡美玉 吳小敏

張春蘭 黎小琳

林榮根 黃曼然

潘黃麗燕 黃郭玉娟

馬彩薇 謝炳坤

楊佩霞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地址：香港柴灣新廈街 323 號　電話：2715 6333　傳真：2556 9126　網址：http://www.lws.edu.hk

崗位 姓名

顧問 鄭德富校長

主席 何玉娟女士

副主席
諸鍚芝女士

盧維中老師

秘書
阮佩儀女士

霍韋莉老師　　　　　　　　

司庫 周思慧老師

核數 陳錦生先生　

活動推廣 馮寶華女士　李卓民先生鄭美玲女士　陳麗嫻老師

聯絡 何金玲女士　方倩儀女士

黃毓敏 吳桂薇

庚麗萍 李慧珍

郭麗治 楊寶宜

莊錦芳 林瑞意

馮海萍 林偉禎

楊雁萍 孔欣欣

吳美華 趙家儀

辛昇然 莊麗華

張玉英 江宇蓉

王建琼 黃美兒

叶　靜 劉木蘭

陳元永 盧桂美

郭秀雲 黃露絲

林婉瑜 周智勇

黃桂珠 淩淑儀

崔宜好 李其娣

洪英略家長 馬崑焯家長

家長義工燒烤晚會

第十五屆
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

家長義工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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