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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家校合作 感謝支持
李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同學：
大家好！感謝神的恩典、學校的信任及家長們的支持，使
我當上今屆家教會主席一職，有機會服務大家，是我的榮幸！
首先，我要多謝前兩任的家教會主席鄧梁德貞師母及何玉
儀女士。兩位在過去多年來不遺餘力地服務學校及家教會，並
給予我及現屆家教會很多的支持和鼓勵。希望我能繼續秉承她
們無私付出的精神，服務學校和家長，與各委員攜手合作，發
揮家校合作的精神，做好家教會的工作。
不經不覺，我加入銘基家教會已到第三個年頭了。在過去
幾年，參加家教會的事務及活動令我獲益良多。在此感謝前屆
委員熱心主動的服務！當中有的仍在今屆留任，與新加入的成
員共同努力，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我們。
家教會舉辦的活動，實需要各位家長的支持和參與。透過
參與活動，家長們能彼此認識、增加溝通的機會，也讓我們更
了解家長與學生的需要，加強學校與家長攜手培育孩子的力
量，令孩子在更美好的學習環境裡成長，貢獻社會，榮神益人！
家教會在未來將繼續配合學校的發展及家長的需要，舉辦
不同的活動、講座、工作坊等，一同在培育孩子的路上努力，
使銘基這個大家庭成為影響孩子生命上愛的印記。
願上帝繼續賜福銘基！賜福大家！
家長教師會主席
二零一八年五月

梁佩儀

的話

A Gourmet Princi pal
— From a Knowledge Bui l der
into a Servant L eader

Principal Dr. Eddy Lee

校長李揚真博士

I am excited and grateful to join CCC Ming Kei College as the principal.
I have been dedicated to the field of education for more than 25 years. My
administrative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helps me i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teachers and staff as a team to motivate all students to learn. The journey in
transforming from a teacher to a researcher, then into a principal was fruitful
and my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Building has influenced my role as a
teacher as well as a principal. I believe my continuous collaboration with
academics and participation in teachers’ network will benefit our students to
achieve success in a caring and supportive environment.

去年九月，本人懷著興奮的心情加入銘基這個大
家庭，出任銘基書院校長一職。本人非常珍惜這個新
的事奉崗位，亦感任重道遠，希望能帶領全體同仁，
為本校作出貢獻。

I grew up in the CCC Wanchai Church and I have been actively involved
in planting and expanding the CCC Covenant Church in Tin Shui Wai since
1999. As a member of the CCC family,
I am more than delighted to join one
of the CCC schools as principal. I see
our school as a Christian community
where a Christ-centered atmosphere is
created for educating our students with
encouragement and kindness.
The home and school connection
is vital to the future success of our
students. You, the parents, have a key role to
play in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of your children.
As a parent of two secondary students, I am glad
to share the challenges I have overcome and
the lessons I have learnt. Our interest in their
work and our words of
encouragement will show
our children that we value
their education.
Ming Kei College is
a big harmonious family.
Based on the bonding
we have, I created the
P r i n c i p a l ’s K i t c h e n .
Before the sixth-formers
were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 of HKDSE,
I cooked a hot meal for
each S.6 class hoping to
give them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in tackling
the rigorous trial ahead. I hope they
can further pass on the love and
concern to people around them.
My mission as principal at
Ming Kei College is to ensure that
we put our students first. We believe
that all students can learn, and it
is our job to support our students
to reach their fullest potential. As
I see the need for us to equip students with 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 one of
my plans is to develop MKC into a Knowledge Building school which will
allow students to capitalize on opportunities and contribute actively to the fastmoving world nowa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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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關懷 事奉基督
建構知識 進業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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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加入教育界已超過 25 年，多年以來，除擔任
副校長一職外，本人亦致力於學術研究，特別在「知
識建構」的學術領域上不斷進行探索及研究：本人親
身在課堂中實踐此教學方法，成功幫助學生建構學科
知識，亦能推動同工們在課堂中應用此教學法，加強
學與教效能；更進一步透過「研究——實踐——發表成
果」的過程，與不少本地及國際知名的資深學者建立
深入的學術研究聯繫，彼此交流合作；相信這些經驗
及資源均有助本人帶領本校的教學團隊在學與教範疇
上有更長足的發展。
此外，作為基督徒，承蒙上帝的恩典，本人將帶著
加強本校基督教氛圍的使命，建立具責任感、生氣勃勃
的教師團隊，以生命影響生命，致力培育本校學生。
家校合作，亦是培育學生成長
的重要一環，故此本人也非常重視
家長教育，希望藉此加強學校與家
長的合作及聯繫，讓學生有所裨益。
本人也是兩名在學子女的家長，深
深體會為人父母的心情及所面對的
挑戰，故此很願意與銘基家長分享
交流教養子女的經驗及心得，攜手
培育德智並重的下一代。
銘基是一個充滿愛和互助的和
諧大家庭。本人作為這個大家庭的
一份子，在本屆中六同學即將面對
人生重要時刻——參加文憑試時，
為了支持及鼓勵他們，特意聯同部
份師生及校友親自下廚，為所有準
畢業生炮製午餐，並邀請他們前往
家政室「校長廚房」中一起享用，
大家聚首一堂，互相分享鼓勵，場
面溫馨，讓所有中六學生均有機會
感受到學校對他們的愛與支持。
最後，作為銘基校長，本人深
感責任重大，務要領導銘基在各個
範疇上精益求精，並致力發掘每一
個銘基人的潛能，讓每一位學生均
能盡展所長。本人相信，讓銘基發
展成為「知識建構」學校，把「知
識建構」的教學理念融入學校課程
及教學中，培養學生能自主學習，
將有助學生在學業上取得佳績之餘，亦能把一代又一
代的銘基人培育成具責任感又善於學習的人，使他們
成為社會未來的棟樑。

家長委員

心聲

攜手同行 ——「 銘 基 人 」
有一天早上，當我陪伴幼女到達「香港體育學院」參加游泳比賽時，
難得可以與她「手拖手」漫步進入場館，然後觀看她全力以赴的比賽。的
確，這正讓我再次想到自己參與母校（是的，「銘基書院」是我的母校）
家長教師會這個團隊之服侍，除了自己的兩個兒子都就讀銘基書院之外，
也是出於一顆回饋母校的心，希望藉着自己一點兒的綿力，與母校的校長、
老師和家長攜手合作，並陪伴銘基的每一個同學同行人生路，使他們在銘
基的日子，裝備自己之餘，也可珍惜和享受校園的生活，經歷主的恩典和
慈愛！盼望每一位學生都有更多「銘基人」與他們攜手同行，發揮「銘基
精神」——「施比受更為有福」（使徒行傳 20:35）！
家長教師會 常務委員

黃建明先生

感言
我非常榮幸成為銘基書院家長教師會的成員。透過家
教會，我認識了多位委員，覺得很開心，並可向他們學習
教育孩子的心得，更了解學校的教育方針和對學生的關
懷。
在新的一年，一方面我希望不斷的向委員們學習 ; 另
一方面，更希望能夠與多些家長一起參與做義工，共同發
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家長教師會 常務委員

梁潔儀女士

壁畫村
執筆之時，正忙著籌備春季家庭旅行，在活動前的一個
周末我與家人輕鬆郊遊，到了今年家教會旅行的候選景點之
一的坪輋壁畫村。雖然這景點落選了，但我仍想了解這裡是
否適合家庭郊遊，也期盼日後在選擇旅行地點時，可先到景
點體察，令服務有更好的安排。
去年仍是簇新的壁畫、地畫、隨風轉動的汽水罐小風車
組群……在一年後，會是如何呢？懷著視察場地的心境走進
村子，已被起步點的真誠創作所吸引。
雖然地上的畫作大都褪色得模糊，小風車也失修得凋
零，但仍可感受到創作者的努力和心思；壁上的色彩依然
展現出作品的風釆，還有披上彩衣的長櫈和雪櫃繼續默默
地歡迎遊人……在歲月洗禮下的色彩正散發著與生活結
合藝術的魅力。
很欣賞這裡的村民，當初樂於接受新的元素，為家園添活力，豐富生活品質的同時，也讓喜愛視覺藝術和體驗生活的人來到這
裡發掘靈感和樂趣，領悟生活結合藝術的啟迪。
這裡可算是一個適合親子遊的景點，能感受藝術氣息之餘，還可到四十畝的農地內親自採摘時令蔬果，選購農夫即時收割的農
作物。此外，在村後就是一個販賣農家產品的小市集，可謂各適其適。假期時，不妨到此享受一次舒暢身心的家庭遊，共享天倫。
家長教師會 常務委員

黃寶愛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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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家教

雙重朱古力鬆餅烘焙班 2017 年 6 月 3 日

由本會 家長委 員
王慧雯 女士義 務擔任
導師教 授雙重 朱古力
鬆 餅，當 日參加 者 投
入學 習，有 參加 者 表
示學 懂 後，親 手為女
兒自製 新鮮味 美的愛
心 鬆 餅慶 祝 生日，一
家人分享，回味無窮，
特別感動！

日
講座：五常痛 vs 伸展健體 2017 年 6 月 24

邀請香 港伸展 運動
學會導師 Kenny Chan 義
務介紹 伸展治 療，針 對
最常出 現痛楚 的五個 位
置示範和教授伸展運
動，參 加者跟 隨練習，
作出初 步認識 和感受 適
當的伸 展運帶 來舒緩 痛
楚的效 果，有 需要的 參
加者可 考慮是 否繼續 跟
進，改善生活質素。

中一新生導向日 2017 年 7 月 18 日

會
主席何 玉儀女 士參與 當日環 節，跟 與會者 介紹本
服務，讓新任「銘基人」認識家校合作的可貴。

感謝各位家長投票！選出梁兆偉先生 ( 現
任家教會副主席 ) 出任家長校董，梁佩儀女士
( 現任家 教會主 席 ) 出任替 代家長 校董， 成為
本校法團校董會成員一分子，參與學校的管理
和決策事宜，發揮家校合作精神。

有傾有講家長小組 2017 年 8 月 18 日

適應升中後的生活，主
為讓中一新生家長更有效地認識本校，協助子女
給予支持。出席家長除發問
席何玉儀女士在活動中與家長交流，分享心得，
生活。
外，還提出建議，積極投入參與，展開銘基人的

2017-18 年度會員周年大會 2017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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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9 年度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 董選 舉
2017 年 5 月 29 日至 6 月 7 日

2017-18 年 度 會 員 周
年 大 會 於 10 月 21 日 舉
行，由 2015-2017 年度主
席何玉 儀女士 進行會 務報
告，司 庫麥德 清女士 宣讀
財 務 報 告， 並 選 舉 20172019 年度家長委員接棒。
為感謝 上屆家 長委員 的努
力，校 長李楊 真博士 致贈
感謝狀 予他們。隨後 李校
長又與 一眾家 長分享 講題
「爸爸 媽媽， 你們長 大了
嗎？」 啟 發 家 長 也 需 要
成長來 配合子 女發展 的需
要。大 會之後，家長 與班
主任在 課室面 談，了 解子
女的學 習情況，發揮 家校
合作的成效。

陸運會決賽日 2017 年 11 月 24 日

本會一 如既往 組織家
長參與陸運會決賽日的
壓 軸 比 賽 環 節， 今 次 是
4X100 米 接 力 賽 跑， 參
加的家長和老師都身體力
行，實 踐家校 同心， 發揮
體育精 神。家 長委員 代表
還參與 閉幕禮，頒發 全場
最佳男 子及女 子運動 員，
鼓勵各位同學繼續努力。

聖誕聯歡晚會 2017 年 12 月 16 日

本年度 的聖誕 聯歡會 主題
PY BIRTHDAY」，紀
「HAP
是
念主耶 穌誕生。一眾 參加的 家
庭、教 職員及 嘉賓匯 聚禮堂，
享受自 助餐、 遊戲、 表演、 抽
獎等項 目，大 家在感 恩和歡 樂
氣氛下共迎聖誕。

中一至中五家長日當值服務
2018 年 2 月 10 日

在家長日當天，本會在禮堂設置家長支援
攤位，介紹會務外，並備有教養和輔助子女成
長的資訊供家長取閱。而上午時段，更有家長
委員輪值接觸家長，支援他們陪伴子女面對學
業的需要，以及推介本會的活動和招募家長義
工，群策群力服務學生及家長。

春季家庭旅行 2018 年 3 月 4 日

在
當日晨光曦微，沒料到途中居然下起雨來。感恩
的互助
享雨傘
發揮分
家都能
參觀南生圍敬輝農場時，大
然的氣
精神，畫面溫馨。午飯後，天氣轉晴，在春意盎
，
種植場
蘭鮮菇
有機荷
餅廠和
息裡，我們繼續參觀恆香製
且能增
食、而
景、美
單有美
過程順利。這次親子旅程不
廣見聞，實在令人回味無窮。

靜觀 教養工作 坊

2018 年 3 月 10 日

, 由該會的資深
與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合辦的「靜觀教養工作坊」
，提升身心良
致減壓
觀，達
學習靜
長透過
社工朱偉珊姑娘主講，讓家
。
的關係
善雙方
要，改
情感需
子女的
好狀態，了解自己和

家長講座：如何處理子女的負面情緒
2018 年 4 月 7 日

校學校社工黃可琰姑娘
為增強家長對青少年精神健康的認識和關注，本
情緒，正向理解情緒
的負面
理子女
如何處
及冼月圓姑娘在講座裡與家長分享
進子女的內心世界和
愛，走
表達關
溝通，
讓彼此
背後的原因，藉此良好契機
間的親密關係。
與子女
進父母
從而促
，
對成長
一起面
理解他們的需要，與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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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 及 學生

園地

談升學出路

黃志緣女士（4A 朱允祈家長）

過 提出一個見解，她認為父母應該預早搜集升學資料，當孩子
去的九月，我跟幾位媽媽談到孩子升學狀況，其中一個媽媽

升學課程時，可給與他們全面意見。聽完她這番話，我覺得也有道理，
於是開始留意各大學、專上學院的開放日及升學展覽。由於女兒曾提及
到希望將來修讀中國文學，我選擇參與內地升學展。記得十多年前，曾
出席這個展覽，對比上次，今次升學展覽規模大很多，除設有介紹內地
大學攤位，當中有很多不同講座，如到內地升學手續及港生分享到內地
升學經驗，內容和資料豐富和詳盡。除此之外，教育局提供「免試收生
計劃」，容許部分內地高等院校依據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擇優錄取香港學
生，豁免他們參加內地聯招考試，這實在提供港生一個便利；還有「內
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幫助經濟上有需要學生。總結而言，到內地升學
的確是一個不錯的升學出路。

:「好呀，正等著你呢！」
媽 媽，我五分鐘後到家了。」電話傳來歡愉的回答
甫到家就聞到香噴噴的味道，熱騰騰的魚湯米粉已在桌上等我。 因為隔了一至兩星期才回家一次，我通常會囫圇吞棗地吃了那

「

一大碗米粉，然後媽媽會搶著洗碗。傾談一會兒我就去臥室睡一大覺，等待丈夫和兒子晚上回來吃晚飯，而媽媽又會為那頓晚餐忙碌整個下午，
做一桌子的菜餚來歡迎我們。 與其說一至兩星期來探望兩位老人家，不如說
那是我暫時喘息的港口，隔一段時間就要停泊，是為了回味做女兒的幸福。
幾個月前媽媽跌傷了腰骨，要靠腰封和拐杖才勉強站起，住院幾天我們
姊妹輪流探望，深深感到媽媽年紀大了。回到家之後，媽媽不能再做家務，
我們仍每隔兩星期會去探望，但轉為買外賣當晚餐，只是間中像媽媽一樣準
備一桌子的菜餚。代媽媽做飯，我們更體會到媽媽的辛勞。
近來媽媽康復了很多，雖然她不能再準備豐富的晚餐，但我可以再吃到
她為我煮的魚湯米粉，只不過要由五分鐘致電通知提前到十五分鐘前致電。
今天，媽媽又為我準備了一大碗的魚湯米粉，我慢慢地、慢慢地品嚐這
每一口的幸福，讓這種味道留在我的心裡，生怕這種幸福會失去。
子女對父母的愛總是覺得理所當然，但當我們年紀越長，意味著父母年
事越高，這種幸福不再是理所當然。
讓我們珍惜每一刻的幸福，現在開始還未太遲。

味道

蔡娟娟女士（4D 何熙哲家長）

我 有挫折。長大後，我亦如常人一樣，工作、拍拖、結婚、
生於一個小康之家，自小就過著舒適和幸福的生活，鮮

生育子女。我不是一個嚴厲苛刻的虎媽，但亦如每位父母一樣希望
子女成才，祈望兩位兒子成績達標，能進入校風良好的英文中學。
結果如願以償能順利進入我心儀的銘基書院。

順境逆境

黎輝芳女士（2B 李卓諾家長）

可能由於我太順利了，終於在去年七月我遇到了人生中最大
的挫折。首先工作壓力令我透不過氣，其次是小兒子於同年留級，
連大兒子亦決定出國留學。不知怎地一件、二件、三件……事情接
踵而來，心情忐忑不安，失眠食慾不振，精神難以集中，甚至不停
地往牛角尖裏鑽，更萌生自殺念頭。同年九月醫生證實我患了抑鬱
症。但感恩的是：我發覺原來我身邊有很多關心我的親人和朋友，
包括我丈夫、兒子、姊姊、姊夫、哥哥、伯父、姑奶和很多同事朋
友。在治療期間我得到他們的支持和關心，令我重拾自信，在短短
兩個月已能重新振作，面對所有困難，一切重回正軌。

現在大兒子已漸漸適應英國的學習生活，當地無論學習環境和教育方式並沒有香港這麼緊迫和壓力大，他的學業成績不只進步了，做事亦
比以前積極，也懂得冷靜處事，和師生關係融洽，已完全投入當地學習生活。而小兒子雖在去年留級，但他亦比以前積極，成績亦顯著進步不少，
令我感到十分欣慰。
最後，我想和大家分享——人生中無論遇到「順境」或「逆境」都要勇敢面對，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要珍惜和疼愛你身邊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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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當下

3C 李皓雪

剛

剛結束了課外活動，我拖著疲倦的身體，一心只想趕快回家休息。忽然抬頭，便發
現夕陽西斜，原本蔚藍的天空也被染成一抹抹殷紅色。我和朋友都不禁感歎一聲：

「真美！」我們馬上趕走廊的另一端，把這珍貴的畫面拍下來。隨著太陽慢慢落下，火紅的晚
霞褪下，化作沉靜的深藍，感覺煩惱與疲憊都一掃而空。一切都只是發生在那一瞬間，時間怎
麼可能那麼快就過去了？
時光荏苒，初踏入銘基校園的那天，彷彿就剛發生在昨天，一眨眼間，我已是一個中三生。
記得以前聽中四的學長學姐總向我們說道：「六年很快就會過去，必定要好好珍惜。」
在銘基這幾年我學會了如何待人處事。雖然一路上不會像小時候那樣有人幫我做抉擇、為
我鋪路，儘管也曾經歷過大大小小的挫折，幸好我遇到了可能是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一路伴我
同行。驀然回首，我們早已擁有不少共同的回憶。
願我們都能勇往直前，活在當下繼續加油。時光飛逝，要珍惜眼前的所有。

「

叮 噹叮噹……」

「今天是曾老師的生日會，陳主席，想必你親自
下廚了？」我打趣道。
「當然了！身為一名能幹的班會主席，製作蛋糕
自然包在我身上。」他自信地拍打胸膛，引得大家放
聲大笑，氣氛好不歡暢。「安靜，曾老師來了。」他
指指大門。只見曾老師邁著輕快的腳步，說：「你們
這些頑皮的猴子有甚麼壞主意，邀請我到飯堂？」
「生日快樂！」全班同學齊聲歡呼，高唱生日歌。
「真的嗎！謝謝！」他合掌感謝，隨即開始享用
美味的蛋糕。

生日會

4A 余小曲

用膳後，遊戲時間便開始，曾老師不幸落敗，以唱校歌作懲罰。他一邊模仿歌星在舞臺上揮手的樣子，一邊捏著嗓子表演，令我笑得喘
不過氣，同學紛紛取出照相機，拍下這個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珍貴回憶。
銘基，是一個令我留下無數寶貴回憶的大家庭。在這裏，師生打成一片，亦師亦友；在這裏，同學互相幫助，和樂融融。我在銘基不單
學到課本上的知識，更可貴的是情懷，令我成長。

轉 眼間，我的中學生涯已過半了。回想起這些年的校園生活，
可說是五味雜陳，苦中帶甘。
校園生活，離不開學習。升上高中後，功課和測驗的數量越來越
多，壓力亦越來越大。但當我感到辛苦，壓力大得透不過氣時，總有
一班同學，支持和鼓勵我。
「大家加油！共勉之！」
雖然這只是一句簡單平凡的句子，但它讓我知道，我並非孤身作
戰。原來有人正和我一起努力，一起為目標奮鬥。每當我溫習達旦，
累得想放棄的時候，腦袋也閃過這句子，讓我堅持了下來。同學與我
並肩作戰，共同進退，他們也那麼努力，我怎能放棄呢？

珍惜

4A 羅穎詩

讀書以外，我們班也熱衷於參與班際比賽。無論同學有沒有參賽，
我們也一起練習，互相切磋。比賽，我們不介意輸贏，反而享受當中
的樂趣及希望增進同學之間的感情。每次班際比賽，我們班的同學也
會到場支持、打氣。我們為參賽選手失分而感到惋惜；為他們得分而
感到開心。我們的班主任，除了是我們的師長，更是我們的一份子，
與我們一起參與比賽，一起為班爭光。

時光荏苒，剩下的中學時光不多，希望這些美好的回憶能長存在我們心中。雖然時間流逝了，便不能回來，但我從不忘記，我們一起經歷的
一點一滴，你們的每一張笑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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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資訊
銘基書院家長教師會
2017-2019 年度執行委員會名單
顧

問：李揚真博士 ( 校長 )

主

席：梁佩儀女士

副 主 席：梁兆偉先生、胡燕萍老師
司

庫：麥德清女士

稽

核：鄔國漢老師

秘

書：陳鳳屏女士、李佩恩老師

文書助理：李乾亨先生
常務委員：梁潔儀女士、黃寶愛女士、
張俊英女士、陳勝培先生、
黃建明先生、盧雁然副校長、
黃阿敏老師
候補委員：張磊民先生

會訊編輯

顧問：李揚真校長、梁佩儀主席

主編：黎潔茵老師

副編：江穎老師

家教會獎學金
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家教會獎學金將於結業禮時頒發，獎項
包括：

一、 家長教師會學業獎

（中一至中三全班第一名）

二、 家長教師會傑出服務獎 （中四至中六每班一名）
三、 家長教師會學業進步獎 （中一至中三每班三名、
中四及中六每班一名）

6A 葉可欣

6A 布傑文

6A 湯詠姍

6A 王嘉盈

本會另設「家長教師會獎學金」，該獎學金是頒給每年文憑試
成績最佳的學生，2017 年得主為 6A 葉可欣、6A 布傑文、6A 湯詠姍、
6A 王嘉盈及 6A 毛苑雯。獎學金已於 2017 年 9 月 1 日由前任家教
會主席何玉儀女士頒發，唯 6A 毛苑雯當日未能出席領獎，已於稍
後時間領取。

銘基書院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
2017 年 10 月 21 日– 2018 年 3 月 12 日
收入
2016-2017 年度現金結存

港幣 ($)
$17,094.20

支出
津貼聖誕親子聯歡晚會

港幣 ($)
$4,759.50

2017-2018 年度會員費收入 ($60 x 739 位 )
教育局資助 :
A. 家教會經常津貼
$5,372.00
B. 家校合作活動津貼一
$5,000.00
C. 家校合作活動津貼二
$5,000.00
總收入

$44,340.00

贊助校運會獎盃
銀行查冊費
津貼親子旅行
雜項

$220.00
$250.00
$5,922.60
$325.00

$15,372.00
$76,806.20
$76,8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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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支出
盈餘

$11,477.10
$65,329.10
$76,80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