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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

    各位家長，大家好！本人到任已四個
月，看到扶輪中學師生融洽，學生表現良
好，家長亦十分支持學校，令本人感到十
分高興。扶輪中學是  主耶穌基督於地上建
立的一所學校， 45 年來成千上萬的孩子得到適
當的教育，並對社會帶來很多的貢獻。我們很多畢業生於社會上擔
當重要的職位及角色，這有賴老師的教導及家長的支持，見證  神
的工作。

    STEAM 教育是本校近年重點發展的教育策略，令我們的同學能
融會貫通數學、科學、科技、工程及藝術的知識，在學習中發揮創意，令學習成果回饋社會。這樣的學習
方法，令他們能成為未來社會的建造者。

    關愛教育是本校一貫以來的教育原則，本人到任扶輪中學後，引入啟發潛能教育，令學校的關愛教育
策略更上一層樓，以尊重、信任、關愛、樂觀及悉心安排，再加上聖經的真理， 成為本校的核心價值。我
們相信這些價值除了給予學生外，亦能帶到家庭及社會，加強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將愛傳揚。

    夏丏尊先生在翻譯《愛的教育》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教育之間沒有情感，沒有愛，如同池塘沒有水一
樣。沒有水，就不成其池塘，沒有愛就沒有教育。”

    我現在邀請各位家長與學校一同將愛的教育傳揚，令我們的孩子於一個充滿愛的環境健康快樂成長，
成為未來社會的棟樑。

    祝大家  主恩常偕！

劉家倫校長與學生會主席胡皓鋒合照

劉家倫校長校 長
的
話校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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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一家，天下一家」，這八個字正好說
明本校關愛及和諧的精神。 我們的家庭成員
包括同學、老師、職工們及一直鼎力支持本
校的家長。本校每年的家長活動，全賴家長
們一起共同策劃和參與，體現出上下一心的
精神，令學校生色不少。家校緊密合作，令同
學們能茁壯成長，也使本校校務蒸蒸日上。

    能夠看見自己的子女像顆星一樣發光發亮必然是每
位家長的心願，這亦正是本校的教育理念，扶輪中學積極推行啟發潛能
教育 (Invitational Education)，當中包括關愛、樂觀、尊重、信任等。

    在啟發潛能教育的基本信念下，在課堂上，同學們會明白到自己是
學習的主人，他們可以選擇學習甚麼及選擇甚麼學習的方法，每一個人
都對課堂有所貢獻。每位同學也可以在課堂上把他們的學習成果展示出
來，讓同學可以互相學習、互相砥礪、彼此尊重，使學習得到樂趣。

    本校專業的教師團隊都以人為本，我們知道沉重的學習壓力令同學
的成長路上充滿挫折，因此，我們特別關注每位同學的需要，以包容和
耐心，在旁給予鼓勵和支持，伴隨同學成長，使同學們可以在充滿競爭
的環境下，每一次跌倒，都能夠重新站起來。

    我們要讓同學們明白到爭取成績並不是人生的一切，能夠發揮所
長、找到自己的人生路才最重要。在考試之中，第一名只有一位，但在
漫長的人生當中，這並不算什麼，每個人都可以是第一名，因為每個人
都有他自己的天賦才能。我們的老師，就是要讓同學們每一位都成為他
們人生中的第一名，相信自己、也能親手掌握他們自己的人生，不要懼
怕困難，迎難而上。

    透過本校多元化的體藝、文化和學術活動同學們都可以找到自己的
興趣，從而為自己的生命添上色彩。願與各家長共勉！

高惠冰副校長與 3A 同學合照

高惠冰副校長

副
校
長
的
話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我加入家教會已經第四個年頭了。這幾年
間參與家教會的事務，令我獲益良多，不但認識了一班有教學熱誠的
老師，而且還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家長執委，大家都為子女出一分
力，希望為他們建立一個優質的家校生活，從而培養孩子成為一個有
知識、有責任感及有自信的人，他日可以回饋社會，發展所長。憑看
這鼓動力，促使我們一班家長執委及義工們更積極投入推動家教會的
活動。

    我要感謝一群熱心的家長委員和家長義工，他們在繁忙的生活中
抽出寶貴的時間，努力推動會務及擔任義工服務，成為子女處世的學
習榜樣。我們都多謝學校和家長對我們的支持和鼓勵，期望家教會的
會務更創高峰。

主席的話 第二十二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中四家長 莫櫻慧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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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相信自己的孩子能發光發亮嗎？作為兩個孩子的家長，我可以大膽告
訴你，只要你肯相信他們的能力，為他們提供合適的舞台，燃亮他們的潛在價
值，他們可以達到的成就，遠超我們可以想像。

    基於這個信念，扶輪中學於本年度實行「啟發潛能教育」（Invitational 
Education），這套由美國教育大師威廉柏其（William Purkey）所創立的理論，要旨是深信所有的人
都是有能力、有價值、有責任的；而學生的能力未能展示，只是未找到合適的平台及機會，未有得
到啟發或培養；這也就是教育的重要，教育是一種協作的活動，有賴彼此的合作，以幫助學生開啟
他們的潛能；理論強調教育的過程與其成果同樣重要。這理論亦深信要改善教育的質素，為學生提
供良好的教育，啟發他們的潛能，讓他們能在愉快的環境下有效地學習。

    啟發潛能教育的基本信念是尊重、信任、樂觀、關愛和刻意安排。我特別想強調刻意安排。這
理論指出，學生的潛能不會巧合地或隨機地出現，而是需要刻意地提供機會。而扶輪中學一直創造
不同的機會及平台，讓學生可以培養自己興趣，展示自己的才能 —— 因為我們相信，每一位學生都
有他獨特的潛質。

    各位家長，我相信你們對孩子都有不
同的期望，也希望他們可以發光發亮。請
選擇相信他們，因為未來是他們的。不妨
多鼓勵及支持他們，我們未必需要所有學
生都入讀大學，但我們更希望看學生找到
自己的價值，在各行業都有出色的表現。

「啟發潛能教育」 - 相信自己的孩子！ 王名寬助理校長

    生涯規劃是一個持續和終身的過程，以達致人生不同階段的目標。在求學階
段，生涯規劃教育在培養學生認識自我、個人規劃、設立目標和反思的能力，以及
認識銜接各升學就業途徑方面，扮演一個重要角色。透過生涯規劃教育，讓學生獲

得所需知識、技能及態度，以配合自己的興趣、
能力、方向作出明智的升學/就業選擇，並將事業/
學業抱負與全人發展及終身學習連結。

    我們致力推動全校生涯規劃教育，提供不同類型的活動，以配合學
生不同成長階段的發展需要。活動涵蓋所有學生，不論其能力、志向和
就讀年級，以協助學生裝備自己，使他們在升學、就業和其他生活範疇
作出正確的選擇，促進學生的生涯發展，幫助他們發揮個人潛能，協助
學生處理及適應學校環境和工作世界，引導他們終身學習。我們於 2014-

2015 年度推行首次全校生涯規劃週，全
校停課不停學帶領學生衝出校園、衝出香
港、擴闊視野，為不同群組提供適切活
動，初中學生主要集中於個人成長及技能
訓練，而高中則為升學及就業的探索。我
們亦會安排一次全校分享會，以展示同學
們的成果。

生涯規劃的教育 黃潔萍助理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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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同學在清早爽朗地叫喚我一聲：「Good morning, Paul Sir ！」因為
每天的早上，我也很感恩：可以在扶輪中學中服務，希望可以與同工、學生
和家長起學習去創造 (Learn to create) ，創造中學習 (Create to learn) 。

    我自少便相信霍華德．加德納教授提出年輕人最重要的關鍵能力是：解決重
要問題、問出好問題、創造有趣的作品，以及可以和同儕相互合作的能力，具備以上
四大關鍵能力才是未來需要的人才。心理學家馬斯洛曾表示創造力極可能是一種每一個人都有的遺
傳素質，在所有健康兒童中肯定都會發現它的存在。但是，作爲一種潛在的可能，它確實會喪失、
被掩蓋。唯有透過教育，使學生潛在的創造力轉化爲現實，讓創意得以發揮。

    創造力一般是以解決問題為主 (註) 。所以我喜歡提出開放性的問題或以短片安排情境，以啟發
學生思考，希望學生可依邏輯以聚歛性思考分析資料，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另外，我亦讚成鼓勵
學生共同參與，互相探討，集體創作，發揮團隊學習的精神。

    自十年前開始，在扶輪中學的「設計與科技」科中加入「機械人」的元素，訓練學生創新及解難
的能力，內容主要是教授機械理論、程式基礎、工具運用、電腦設計及測試、評估的方法，課程內
容應適合學生需要及配合其學習心理，內容不應是空泛的學術理論，而是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實際
是一種跨學科的學習課程，須靈活運用各種學科的知識，包括物理、數學、邏輯、機械、電子和電
腦編程等。特別在比賽中會建構真實的情境，使用各種物料、馬達、齒輪、傳感器等組件，設計和
製作自己的機械人，並為機械人編寫程式，最後完成指定的任務。

    最後我會鼓勵學生組隊參加公開的比賽，發揮協作能力、營造團隊精神、增加對學校歸屬感，
而且他們運用自己的兩文三語能力，表達其創作意念，更能提昇語文能力和膽識。承蒙學校及家長
的信任，在過去的參加機械
人活動的學生皆不需要強迫
或哄騙才會主動學習，而是
他們本身會主動要求認識、
發掘及研究；而且參加比賽
活動更可培養學生的鬥志和
毅力，進而建立一份超越勝
敗的胸襟。

    同學們，早晨啊！

楊鏐轅助理校長Good morning, Paul Sir !

註：《創造思考的策略與技法》陳龍安(1984），現任臺北市實踐大學企業創新發展研究所教授。
　　摘要：知識就是力量，方法就是智慧；創造思考的技法就是一種方法、一種工具。

2017年7月在廣東中山第十七屆中國青少年機器人競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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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四十五周年校慶盆菜宴

趁墟做老闆

星夢校園

全能主播大賽

懇親會

校友籃球賽

校務會議及聚餐聯誼 校園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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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7年10月14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時正
活動： 
(1) 會務及財務報告
(2) 頒發感謝狀予委員及義工
(3) 家長委員選舉
(4) 家長教師會交流茶敍

家長也敬師 家長義工及委員感謝狀

家長講座聽講證書 親子聯誼比賽

第二十二屆周年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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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8日(星期六) 知情識趣顯恩情 曾愛珊導師 (海南堂)

2017年7月18日(星期二) 中一級新生家長會暨校園遊 扶輪中學老師

2017年10月14日（星期六） 如何避免子女接觸網上不良資訊 周貝如姑娘 (香港小童群益會)

2017年11月26日（星期日） 如何提升孩子的抗逆力 小童群益會社工

中一新生家長會

家長講座

家長講座（2017-11-26）家長講座（201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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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活動詳情

2016/17年度籌辦活動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 操行獎 (16/17)

1A 黃家煒
1B 甄彬煒
1C 張進謙

2A 陳惠敏
2B 袁宏浩

3A 楊 誠
3B 劉湋霖
3C 林啟銘

4A 彭曉琳
4B 梁翠蓮
4C 趙子語
4D 黃雅琳

5A 劉家靖
5B 黃偉東
5D 謝寶珊

6A 周思成
6B 熊振光
6C 林俊賢
6D 王晓華
6E 王德君

2016 年 9 月 1 日 中一級開學日暨家長會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2 月 舉辦「班際 BMI 比賽」，與體育科、公民及品德教育委員會合辦。

2016 年 10 月 15 日 第二十一屆週年會員大會。
2016 年 10 月 15 日 家長講座：「建立迎風少年人」
2016 年 11 月 20 日 家長講座：「難為的父母」
2016 年 11 月 20 日 黃大仙區「中學巡禮 2016」
2017 年 1 月 出版第二十期會訊
2017 年 3 月 參加由教育局推出的「家長也敬師」運動。
2017 年 3 月 2 日 家長出席陸運會閉幕禮。
2017 年 3 月 2 日 家長擔任陸運會啦啦隊評判。
2017 年 3 月 18 日 家長講座：「知情識趣顯恩情」
2017 年 4 月 10 日 家長教師聯誼活動(燒烤)
2017 年 4 月 23 日 親子溝通活動 (戶外歷奇)
2017 年 5 月 13 日 懇親會
2017 年 5 月 23 日 高中選科講座及資訊日
2017 年 5 月 26 日 中六畢業感恩會頒發「家長教師會獎學金」予獲取操行獎學生。
2017 年 7 月 14 日 結業禮頒發「家長教師會獎學金」予獲取操行獎學生。
2017 年 7 月 18 日 中一新生家長會

主席： 莫櫻慧女士 (中四級家長)
副主席： 何文靜女士 (中二級家長)
 劉志文老師
秘書： 歐陽佩芬老師
 陳瀚龍老師 
司庫： 陳裕華先生 (中五級家長) 
 黃潔萍助理校長

主席： 莫櫻慧女士 (家長) 
副主席： 桑呂敏妮女士 (家長)
 劉志文老師
秘書： 歐陽佩芬老師 
 陳家俊老師
司庫： 陳裕華先生 (家長) 
 黃潔萍老師

執行委員： 莫金妮女士 (中一級家長)
 梁冰玉女士 (中三級家長)
 林蕙儀女士 (中五級家長)
 林德強老師
 吳富生老師
義務核數師： 吳婉琼女士 (中四級家長)

執行委員： 何文靜女士 (家長)
 梁冰玉女士 (家長)
 林蕙儀女士 (家長) 
 林德強老師 
 陸家傑老師 
義務核數師： 吳婉琼女士 (家長)

《2017-2018 家長教師會委員名單》 《2016-2017 家長教師會委員名單》

第二十二屆常務委員會 第二十一屆常務委員會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