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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訓 

 
「育德育才，作鹽作光」 

 
我們致力培育學生的品德，發展他們的多元

才能，讓他們成長成熟，實踐聖經的教導，在世

上發揮鹽的調和、防腐的功用，並在家庭、社會、

國家及世界作美好的見證及貢獻。 

 
 

獻給天下父母 
 

在非難中生活的孩子，會苛責別人。 
在敵意中長成的孩子，會好勇鬥狠。 
在嘲笑中生長的孩子，會膽怯羞澀。 
在恥辱中生活的孩子，有罪惡之感。 
在寬恕中長大的孩子，有堅毅容忍。 
在鼓勵中長成的孩子，會堅持自信。 
在讚美中長成的孩子，會尊重感謝。 
在公正中長大的孩子，會明辨是非。 
在嘉許中生活的孩子，會自重自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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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馮瑞興校長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本著基督精神，提供全人教育。自一九九八年創校自

今，積極以仁愛、欣賞、接納和優良紀律，營造一個促進學生成長的環境，讓

學生在靈、德、智、體、群、美藝及情感方面，得以均衡發展。全校教師和員

工皆富使命感，對學生關懷愛護，諄諄善誘，引發學習潛能，培養自學能力，

激發創作熱情，提升高階思維，開拓豐盛人生。 

  我們體會優良的學校及家庭教育對孩子的成長不可或缺，除了師長的努

力，家庭的關懷、支持、愛護、接納至為重要；孩子若然缺乏家長的關愛和接

納，會變得缺乏自信，畏首畏尾，人生漫無目的，不思進取。 

  因此，靈風重視與家長結為伙伴，緊密溝通，衷誠合作。我們經常舉辦家

長晚會和家長日，使家長與老師之間有充足的溝通，携手同心，幫助孩子成長；

又透過優質家長學堂，提供家長教育課程，讓家長更了解子女，並掌握更有效

的培育策略，並互相交流心得。 

  自從家長教師會成立，家校合作更為密切，家長校董成為家長與校政間之

橋樑，家長委員及義工提供多元化的活動與服務，並成為靈風背後強大的支持

網絡。為使家長更了解我們的理想、策略及發展計劃，並提供相關資訊，我們

特意編寫印製這本《家長手冊》，深盼各位家長細心閱讀，提出寶貴意見，交

流培育孩子心得，並與我們步伐一致，合作無間，使孩子們在愛中建立自己，

成為有信、有望、有愛、有貢獻的人。 

 

 

 

 



 4 

如何協助子女面對學習所遇見的困難  馮瑞興校長 

 
      不論為人父母或師表，若要成功協助少年人面對各階段學習所遇見的困難，使他們

全面發展，必須注意他們在不同階段的特徵及需要。本文將從發展心理學角度簡單探

討一般學生在初中(中一至中三)階段各方面的發展特徵及協助他們發展的策略。 
 

一、 身體發展 

1. 通常女先於男，而個別差異可以很大；這時期的孩子在體型方面易感自卑。 

家長及老師宜鼓勵他們在學業、藝術、技能方面爭取成就代替體型上的比較。 
 

2. 這時期的男女孩的性別特徵漸趨明顯，他們對自己的身心變化感到關切。 

家長及老師須向他們解釋發展的過程，以免產生不當的好奇或恐懼。 
 

3. 由於身體及生理的變化，男女都對其儀態及技巧異常敏感，粉飾與做作非常普遍。 

家長及老師可強調「順乎自然」的可愛，教導學生合理的儀態。 
 

4. 很多男女孩的飲食和睡眠習慣欠理想，導致健康、情緒欠佳。 

家長及老師須提醒他們營養對發展(尤其是儀表)的重要性，鼓勵他們從正餐

爭取營養，以良好飲食習慣代替零食或偏食。 
 

5. 孩子的身心持久性仍然有限，因身體發育已耗用大量營養，心臟發展亦未追上身

體發育，因而容易感到疲倦。 

家長及老師安排學習活動時，應注意學生會否吃不消。 
 

二、 人際關係 

1. 此時期男女孩皆漸離父母或校方訂定之行為標準，轉而傾向與同儕及潮流認同；

或校方與家長的要求、雙親之間的要求相異，出現管教寬緊不一，令孩子感覺困

惑。 

家長及老師須引導孩子建立其行為標準，發展其獨立道德判斷力，並要求他

們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2. 此階段孩子心理上需要順應要求與群眾一致，因為他們對自己缺乏自信，怕被排

擠。尤其在儀容、服飾、行為上喜歡與同學相似，跟從潮流。 

家長及老師宜協助他們建立自我風格，欣賞及接納自己，打破盲目順應潮流

及標奇立異的模式。 
 

三、 情緒發展 

1. 此時期的孩子情緒多變，行為難以預測，其社會地位混淆，有強烈不大不小之感

覺。 

家長及老師宜漸漸賦予孩子一些責任，讓他們減少倚賴。 

2. 有時孩子對自己的情緒也無可奈何，時而興高采烈，時而情緒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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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及老師須明白這方面的現實及限制，不應因此自亂陣腳；只要我們沉住

氣，便可成為他們情感上的支柱，容易取得他們的信服。 

3. 此時期的學生容易動怒，這與以下因素有關：生理不平衡、心理緊張、缺乏營養、

睡眠不足及操勞引致疲憊。 

家長及老師可採取防患未然的策略，將可能引致憤怒的事略過不提，或輕描

淡寫，改變語氣，過後才作理性討論。 
 

四、 學習發展 

1. 大多數孩子之智能發展進入「形式運思期」，這時期的孩子可思考及明白較為複

雜、抽象的學習概念；科學性的探究、假設與求證、邏輯性推論成為學習的主要

方法。 

家長及老師可鼓勵及協助他們尋找有興趣的主題，搜集文章、書籍等資料進

行探究及自學；並透過讚賞，增加他們的滿足感，推動他們繼續努力向學。 
 

2. 但部分孩子仍在具體運思期。感官上的直接經驗仍為認知的主要來源，只能應付

簡單運算、死背強記。尤其男孩普遍發展落後女孩兩年。 

家長及老師不必氣餒，只要多用具體及生活化的例子引導他們思考、明白學

習的概念，協助他們打好基礎，建立信心，這類孩子多在中三至中四時突飛

猛進，尤其在數理等科目成績優良，令家長、老師意想不到。成人須慎防過

早對他們下判語，令他們對學習失去信心及興趣。 

 

附錄：如何協助子女學習 
 

一、中學生常見的學習困難 

• 對學業沒有要求 

• 對學業要求太高 

• 沒有好的學習方法 

• 很難集中精神 

• 缺乏溫習空間 

• 缺乏信心 

• 很難記憶課程內容 
 

二、培養學習效能的要素： 

1. 有志學習 

•  對學習有興趣 

•  對求知有動機 

•  對成功有盼望 
 

2. 專注學習 

• 安排安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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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訂作息時間 

• 培養良好關係 
 

3. 讀書方法 

•  預(課前預習) 

•  問(找出問題及答案) 

•  讀(閱讀及找出重點) 

•  述(經常溫習及記憶) 

•  考(念/默/講/寫) 
 

4. 短期成就 

• 先追一科?/進步五分? 

• 有盼望，有衝勁 

• 成功乃成功之母 

• 機器發動，不斷運行 
 

5. 適當獎賞 

• 口頭鼓勵及讚賞 

• 精神獎勵 
 

三、成功父母之道： 

• 堅持信念：趁著有指望，管教你的兒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箴言19：18) 

• 愛的管教：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遠遠趕除(箴言22：15) 
 

四、支持系統：  

• 與家人同心合力 

• 與老師分工合作 

• 與其他家長交流心得 

• 請教會關心代禱 
 

五、如何與子女溝通： 

• 目標清晰，一同尋夢 

• 願意聆聽，適當回應 

• 向社工及輔導員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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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聖潔會靈風中學 
辦學宗旨 
靈風中學的教育理想源於聖經真理和基督仁愛精神，故我們肯定每一個學生

的尊嚴和價值。 
 
我們期望藉著有效的學習誘發學生的潛能，從而建立他們的自我價值、優良

品德、正確的價值觀及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 
 
我們認為有效的學習能引發學生求知的樂趣，引導學生掌握求學的方法，激

發創作熱情，提升自學及思考能力，促進情意發展。 
 
我們相信透過基督教信仰，我們必能開拓豐盛的人生。 
 

我們的使命和理想 
以聖經真理為原則，幫助學生均衡成長，情智德俱備。 
 
引導學生認識基督教信仰，讓學生體驗基督的愛、肯定自我價值和尊嚴、建

立積極進取的人生觀。 
 
堅守有教無類的信念，誠意協助最有需要的學生，因材施教，充份發揮學生

個別的潛能。 
 
以有效的學習引發學生求知樂趣，激發創作熱情，提升自學及思考能力，促

進情意發展。 
 
培養學生道德操守，公民責任及國家熱誠，期盼學生積極貢獻社會，胸懷家

國。 
 
聯絡我們 
校址：新界大埔棟樑里 1號 

電話：2958 9694 
傳真：2958 9846 
互聯網址：http://www.lsc.edu.hk 
電郵地址：lsc@lsc.edu.hk 
家長資訊平台：(詳情請参閱 P. 24-25) 
 
EDB – 教育局為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的其他專業支援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special/support/wsa/index.html 
EDB – 資優教育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377&lang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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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6年度 學校關注重點 
1. 提升學生學習表現 
2. 優化學生成長支援 
3. 提升管理與組織效能 
 

 
學校網中行(2013-14 年度) 

 

1. 校董會 
 

校監：鄒振國 

辦學團體及獨立校董：陳耀鵬  卓偉強  高永雄  黎柏添  黃杏樞  羅靈芝 

教師校董：(待選) 

家長校董：(待選) 

校友校董；張麗婷 

 
2. 校長：馮瑞興 

 
3. 副校長：謝道鴻 

 
4. 校務組別負責人： 

 

教務組：謝道鴻 學生發展組：謝道鴻 留校午膳：林淑芬 

輔導組：郭淑儀、麥雪儀 宗教教育組：鄭志文 融合教育：董守中 

訓育組：羅毅達、馮德茵 課外活動組：陳淑明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曾玉鳳 家校合作組：胡秀貞  

 

5. 班主任及副班主任：  
      1A        1B        1C        1D 
   陳詠棋    王文翔    潘秋榮    何亮仲 
    陳雋賢    賴荃芳    胡秀貞    周穎詩 
 
6. 校牧：梁健華傳道 

 
7. 輔導員：楊慧懿（Esther）、梁昌鑫（Him） 

 
8. 學校社工：洪瀾 (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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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支援子女學習參考資料 
 
如何培育樂於學習的孩子 
促進子女有效學習的方法： 

1. 提升自尊感 – 由於自尊感和學習有密切關係，以下列舉一些通過提升自尊感來

加強子女學習信心的方法： 

♦ 多讚賞子女的努力和嘗試的勇氣，即使只有小進步亦應讚賞。 

♦ 幫助子女發掘自己的優點，例如：字體工整、作句有創意等。 

♦ 如某項作業較艱深，可分拆成多個部份，使子女較易掌握及有成功感。 

♦ 讓子女決定哪些部份可自行完成，哪些需要家長協助，對子女自行完成

的部份多加讚賞。 

♦ 避免將子女與其他孩子比較。 
 

2. 建立積極學習態度 – 協助子女積極面對學習，如成績理想，可稱讚子女因為努

力所以有好成績，並鼓勵他再接再勵，避免「今次成績好只因你幸運」之類的話。

如成績欠佳，則冷靜地與他分析原因，找出補救方法，例如：「這次可能是時間

分配不好，你認為下次可以怎樣改善？」避免「你太笨，所以做得差」這類的話。 
 

3. 提升學習興趣 – 多提出啟發思考的問題，鼓勵子女發問，協助他們找出答案，

並一同享受找到答案的樂趣和成功感。家長應讓子女明白學習對生活的重要和用

處，例如：掌握英文便能看懂玩具或電腦遊戲的指示；學會數學對購物和玩電腦

遊戲也有幫助等。家長也可與子女一同閱讀英文說明書。 
 

4. 從有興趣的事物入手 – 從子女有興趣的事物著手，鼓勵他們思考和尋找答案，

從中感受學習的樂趣，例如：你要多看書和多嘗試，才能掌握為模型上色的技巧。

這樣一來，整個學習過程就充滿樂趣，而且很有成功感。學習並不局限於課本知

識，同時應鼓勵子女發展多方面興趣，從而提升子女的學習動力，發展內在學習

動機。 
 

5. 訂定清晰目標 – 與子女共同訂定甚麼才是盡力的表現，確立清晰的目標，但要

避免堅持達到某個成績。此外，應重視子女學習的過程，而不只是成績。 
 

6. 從嘗試中學習 – 子女做功課或專題研習時，父母應盡量讓他們獨力嘗試，避免

過早或過份的幫忙。子女從嘗試中學習，這樣才會得益更多。 
 

7. 家長無限支持 – 親子關係十分影響子女學習，因此家長應多關心子女，經常與

子女溝通，了解和支持是促進子女學習的良方。 
 

8. 家庭與學校配合 – 多參與學校的事務和活動，多與學校及老師溝通，以了解子

女在學校的情況及學校的政策和措施。家校配合，有助子女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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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做功課，家長如何配合？ 

很多家長為子女的功課問題頭痛不已。以下是一些建議，家長可與上述的促進方法

一併使用： 

改變心態： 

 認清做功課和溫習是子女的責任，不是家長的責任，家長應避免過份承擔。 

 能自動自覺、正確無誤地做好所有功課的孩子可說萬中無一。家長應回想自己小

時做功課也是百般不願，因此，應體諒孩子，並訂立合理的期望。 

 輔導子女功課，要留意自己的情緒，避免每次輔導功課都成為非常負面的經驗，

令子女對功課和學習更加抗拒。 
 

常遇見的問題及一些建議： 

 我的子女做功課時總是不專心，應如何幫助他？ 

1. 成年人的注意力一般可維持 45 至 60 分鐘，小孩的時間則較短，故期望子女

能長時間集中精神完成所有功課，似乎不切實際。如功課太多，可讓子女小

休。事實上，小休後，學習會更有效。 

2. 若干環境因素亦會影響孩子的注意力。一張無雜物的桌子，一段安靜的時間，

開始工作前，必須的物品準備妥善，都有助集中注意力。 

3. 為子女安排一個適當的環境做功課，最好是固定的地方、環境清靜、少騷擾、

空氣流通、光線充足、桌椅高度適中，並有足夠空間擺放書本和文具。 

4. 避免在子女工作期間教訓或斥責他，因情緒困擾便很難集中精神。 
 

 我的子女放學回家只顧著玩耍或看電視，不肯立刻開始做功課，我應怎樣做？ 

1. 與子女一同編排功課程序和時間表，每天應有固定的規律。 

2. 子女如有拖延做功課的習慣，家長可預先提醒，如限定五分鐘後要開始做功

課，讓子女有心理準備。限時到了，便以溫和堅定的語氣要求他開始做功課。 

3. 增加工作的趣味，讓子女感覺到該工作的樂趣和滿足感。 

4. 提供定時完成工作的獎賞。 
 

 我可以怎樣幫助子女學習得更有效？ 

1. 子女很多時候未能充分掌握做功課的技巧，家長應多花時間指導，例如查字

典、把資料分類處理、如何校對錯誤等。 

2. 教導有效的思考和記憶方法亦十分重要，例如：運用圖像、組織或分類去加

深記憶，善用觀察和分析的方法，均有助學習和解難。 

3. 家長應嘗試嘉許良好的表現，而不是針對錯處。如只是針對錯處，子女會覺

得做功課是一件毫無成功感、又吃力不討好的苦事。 

4. 若考試或測驗的成績未如理想，應協助子女找出原因，並研究克服困難的方

法。 
（改編自《教育局 家長教育推行小組：家長教育簡章 08－如何培育樂於學習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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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課 時 間 表 TIME-TABLE 
 

時  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7:55 – 8:25 集隊、早會、班務   Lining Up, Morning Assembly & Form-time 

8:25 – 9:00      

9:00 – 9:35      

9:35 – 09:50 小 息   Recess 

09:55 – 10:30      

10:30 – 11:05      

11:05 – 11:15 小 息   Recess 

11:20 – 11:55      

11:55 – 12:30      

12:30 – 1:30 午 膳   Lunch 

1:35 – 2:10      

2:10 – 2:45      

2:45 - 3:20      

3:20 – 3:40      
 

進入校園時間：上午 7:30  集隊時間：上午 7:55 
除老師特別安排外，學生必須於下午 5:30 前離開校園 

 
 
 

建立學生學習常規簡介 
 

1. 每日第十節為學習常規培養課節 * (20分鐘)，作為建立學習常規訓練的平台。 
2. 早上班主任協助統一收功課，掌握學生功課量及交功課現況。 
3. 每日欠交功課同學必須於當天中午留堂補做功課。 
4. 經常欠交功課同學，須參加功課躍進計劃，定期檢視其交功課情況，並與家長溝通和尋求改進
方法。 

5. 為學習有困難的同學提供學習支援，如教做功課或溫習，定期舉辦小組活動等，幫助這些學生
重建學習信心。 

 

* 學習常規培養活動包括： 

 寫手冊記錄當天功課(為每一位中一學生預備一個功課袋或文件夾保存功課) 
 收拾書包，帶走所有學習物品回家 
 開始做當天功課 
 重溫當天課堂學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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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守 則 
學生守則之目的，在於協助學生培養優良品德和自律精神，學生應自發地養成敬師愛友、勤奮向學、積極上進、
熱愛生命、樂於助人之品格。若違反下列規則，當受處罰。 
 
A. 應有態度 

1. 尊師重道為學生應有的態度，學生應尊敬及服從本校校長、教師職員及工友；如有任何意見，應在適當
時間禮貌地提出。 

2. 對領袖生、班長及圖書館管理員等應有禮貌，尊重學校賦予他們的權力，接受勸告及指導，並與他們合
作。 

3. 學生應盡力參與建立一個有秩序的學習環境，培養尊重、諒解、欣賞、支持、信任、鼓勵和真摯的態度。 
 
B. 服飾儀容 

4. 為養成端莊整潔、簡單樸實之生活習慣，學生應注重儀容及個人衛生。不得刻意打扮或崇尚潮流，不得
配戴任何飾物；嚴禁電髮或染髮，頭髮不得過長或過短，髮型及頭髮長短標準應依從校方規定。(詳情
請參閱學生手冊第 6-7頁) 

5. 學生在任何時間回校，均須穿著整齊校服及保持良好儀容。 
 
C. 上學考勤 

6. 勤到是學生應盡的本份，學生必須準時上學，不得無故缺席、遲到或早退，更不得曠課。 
7. 每天學生早上回校時必須以智能學生証於入口處拍咭，以示出席。 
8. 病假：學生請病假必須於早上八時前致電校務處，並須於病假後翌日主動將家長請假信交班主任。如告

假一天以上，必須附上註冊醫生証明書。此外，如學生於特別上課天(如：旅行日)請病假，學生必須出
示當天的醫生紙及請假信，翌日交回班主任。事假：學生如欲請事假，須具家長信至少兩個上課日前向
班主任申請，如因緊急事故未能在事前申請，則必須於回校時補交。無論病假或事假均列作缺席論。 

9. 早退：學生如因病或因突發事件早退，必須到校務處辦理早退手續，待家長到校方可離開。翌日回校時
須補交家長請假信。 

10. 遲到：學生如逾時返校，必須辦理遲到手續及填寫「遲到紀錄紙」。遲到學生必須即時往見訓育老師，
辦妥手續後，方可返回課室。學生如連續缺課七天則向教育局缺課組滙報。若全年出席率低於百分之八
十，則作未能完成該年課程論，並有留級、或註銷學籍之虞。 
 

D. 課室守則 
11. 學生必須專心上課，積極參與課堂活動，主動回應老師發問。 
12. 帶齊書本用具，交齊功課。除上課須用書簿工具外，其他與學習無關的用品一律不得攜帶回校。 
13. 轉堂時應肅靜，不得在轉堂時前往洗手間。若要轉換課室，行列前進或上落樓梯時應靠左方，隊伍要整

齊。若未能即時進入課室，必須列隊在門外靜候。 
14. 除上課外，如因事進入別班課室或特別室，須先取得該班老師同意。 
15. 所有同學應協助保持課室清潔整齊，值日生負責抹黑板及清潔課室。 
16. 在課室內嚴禁嬉戲及玩耍，除有老師指示外，各學生應按編定座位就座，不應擅離座位或對調位，並須保持

安靜。 
17. 學生必須保持課室清潔整齊，不得在內進食。 
 

E. 其他守則 
18. 學生應守秩序，不得任意喧嘩或玩耍。更要愛惜公物，保持其完好及清潔，蓄意損毀者，應照價賠償，

並當受罰。 
19. 所有班社、學社須經校方同意方可成立，其佈告、宣傳、文章及刊物，亦須校長或其授權教師簽署，方

可張貼。 
20. 學生未經校方批准，不得使用學校名義進行活動。學校發給家長之通告，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署後，學生

必須於限期前主動交回。 
 
F. 補領手冊及學生証 

21. 若學生手冊損毀或遺失，同學須到校務處購買新手冊，手冊收費為$8.5。此外，請家長細閱手冊第四至
第五頁，並填寫相關部份及簽署，然後交校務處蓋印。 

22. 同學若遺失學生証，須向校務處申請補發，並繳交$30，其中$20為補領費用，$10則為臨時咭按金，待
領取新証並交回臨時咭後，校務處會退回$10按金予學生。若臨時咭遺失或損毀則不會退還按金。 

 
本校重視學生自重自律，守則內並無詳列學生不得違反的行為，惟各同學應明白吸煙、污言穢語等與學生身份不
符或有違一般道德要求的行為皆在嚴禁之列。同學不論在校內、校外，都保持應有的禮貌及儀態言行，嚴守學生
的紀律。由校方臨時公佈的規則，學生亦必須一律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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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服飾儀容細則 

A. 原則 

 1.  為要培養學生養成端莊整潔、簡單樸實之生活習慣，學生應注意自己的服飾儀容及個人衞

生，不得刻意打扮或標奇立異。 

2. 學生在任何時間回校，均須穿著指定之整齊校服及保持良好儀容。 
 

B. 儀容飾物 

3. 學生髮型應端莊，不應標奇立異，不得燙髮、染髮或使用定型液等。 
4. a. 男生：前額頭髮不得蓋過眼眉，兩側不得過半耳，髮腳不得及領。 
 b. 女生：若前額頭髮蓋過眼眉，必須使用細黑色或紫色髮夾；髮腳及肩，則必須使用黑色、

紫色橡筋圈或紫色絲帶束起。 

5. 除一般款式手錶外，學生不得佩戴任何飾物。 
 

《夏季》 

C. 男生校服 

 6. 短袖企領白恤衫，左邊袋口縫有校徽，內穿白色背心汗衣。 

 7. 西褲（配 25 至 40 毫米闊黑色皮帶）： 

     a. 中一至中三級：寶藍色幼間條直腳的確涼西褲； 

      b. 中四至中六級：灰色幼間條直腳的確涼西褲。 

8.   鞋襪：純白短襪，黑色膠底學生皮鞋。 

 

D. 女生校服 

9.   校裙：夏威夷領短袖白恤衫連紫色幼間條的確涼裙，左邊袋口縫有校徽。裙長至  

       半膝，內穿白色連身底裙。 

10.   腰帶：a. 中一至中三級：25 毫米闊淺紫色膠腰帶。 
      b. 中四至中六級：25 毫米闊白色膠腰帶。 

11. 鞋襪：純白短襪，黑色膠底學生皮鞋。 
 

E. 男女生運動服 

12. 上衣：白色為主，衫袖有社色間條。 

13. 褲 ：深藍色學校運動短褲。    

14. 社色：分紅、橙、藍、綠四社。 

15. 鞋襪：純白短襪，白色為主運動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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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 

F. 男生校服 

16. 恤衫：長袖企領白恤衫，左邊袋口縫有「恤衫校徽」，內穿白色汗衣。 

17. 西褲：炭灰色直腳絨褲，配 25 至 40 毫米闊黑色皮帶。 
18. 領呔：a.  中一至中三級：棗紅色學校領呔。 

b.  中四至中六級：深藍色學校領呔。 

19. 毛衣：棗紅色學校毛衣或棗紅色杏領或開胸毛衣。 
20. 校褸：黑色長袖外件連炭灰色抓毛長袖內件校褸(連繡章)。 
        (舊款絨褸已不適用) 

21. 鞋襪：純白短襪，黑色膠底學生皮鞋。 
22. 其他：天冷時可加穿黑、灰、藍或白色的手套及項巾。若當日天文台發出寒冷警告或最低

溫度為攝氏 12 度或以下，可加穿黑、深灰或深藍色端莊羽絨厚褸。 

 

G. 女生校服 

23. 恤衫：長袖企領白恤衫，左邊袋口縫有「恤衫校徽」，內穿白色汗衣。 

24. 校裙：灰格背心絨裙，裙長至半膝。 

25. 領呔：a.  中一至中三級：棗紅色學校領呔。 

        b.  中四至中六級：深藍色學校領呔。 

26. 毛衣：棗紅色學校毛衣或棗紅色杏領或開胸毛衣。 

27. 校褸：黑色長袖外件連炭灰色抓毛長袖內件校褸(連繡章)。 
     (舊款絨褸已不適用) 

28. 鞋襪：深灰色長羊毛襪，黑色膠底學生皮鞋。天氣寒冷時可加穿接近膚色的襪褲。 

29. 其他：天冷時可加穿黑、灰、藍或白色的手套及項巾。若當日天文台發出寒冷警告或最低

溫度為攝氏 12 度或以下，可改穿炭灰色直腳絨西褲；及可加穿黑、深灰或深藍色端莊羽絨

厚褸。 

 

H. 男女生運動服 

30. 外衣：學校冬季運動外套及長褲。 

31. 上衣：夏季運動上衣(白色為主，衫袖有社色間條)。 
32. 鞋襪：純白短襪，純白運動鞋。 
33. 長袖衞衣：於較寒冷的天氣下作運動服之用，學生可以自由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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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氣旋及暴雨警告信號上課須知 
1. 如上課當日因天文台懸掛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而教育局將宣佈停課，學生無須回校。 

 

2. 於持續大雨及雷暴期間，天文台未有發出上述信號者，而教育局並無宣佈停課，則學

生應照常上課。惟家長若因其居住地區或本校所在地區(大埔)之天氣、道路及交通情況

惡劣，可決定是否著令其子弟上學；如不回校者，家長必須致電回校備案，並補交家

長信請假。學生因此原因缺課不會受到處分。如因此等情況學生未能回校測驗或考試

者，學校將安排補考。 

 

3. 如果停課信號在學生上學途中發出， 

‧  學生應該因應當時道路或交通的情況，以自身安全為第一考慮，決定是否繼續前往

學校、折返家中抑或在安全的地方暫避。 

‧  雖然學校不用上課，已抵達學校的學生亦應留在校內，直至情況安全，由校方安排

下回家。 

 

4. 如果停課信號在學生上課時間內發出， 

‧ 學生應留在校內，學校將按教育局之指示於適當及安全的情況下才讓學生回家。學

生當遵從學校宣佈的一切安排。 

‧ 遇上述情形，本校將會原則上依照家長所填覆之「上課時間內突然停課之放學方式」

(學生手冊第 1 頁)安排學生放學。 

 

5. 統一測驗或考試期間，如遇停課者，則當日考試或測驗之科目取消，校方將另行安排

日期舉行。復課日則按原定之時間表進行考試或測驗，不作任何調動。 

 

6. 如遇突發事故(颱風、豪雨等)，教育局宣佈停課，受影響之教學日將自動取消，同學必

須留意學校網頁有關各樣學習活動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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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手冊內容摘要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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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手冊內容摘要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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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年度《第十屆家長教師會執行委員會》 

 

家長委員（職位） 姓名 

主席 廖翠娟女士 

副主席 蘇永祥先生 

聯絡 甄重潔女士 

秘書 許藹珊女士 

財政 謝鎮威先生 

活動統籌 文娟女士 

彭桂玲女士 

林葉春女士 

 

老師委員（職位） 姓名 

副主席 胡秀貞老師 

秘書 蔡潔兒老師 

財政 梁俊基老師 

活動統籌 羅淑霞老師、吳慧敏老師 
 
 

2012-2013 家教會全年活動概況 
日期 活動 

7/9/2012 派通告（有關選舉、召募義工的邀請、會章） 

11/9/2012 收通告（有關選舉及召募義工的邀請） 

13/9/2012 第九屆家教會第五次會議 

11/9-18/9/2012 整理及接受各候選家長的提名及政綱 

19/9-28/9/2012 派發候選家長資料及投票表格；收回投票表格 

4/10/2012 點票及公佈獲選者名單，以及進行互選各委員職位 

19/10/2012 有關交接、綵排家長教師會就職禮的事宜 

19/10/2012 家長晚會及第十屆會員大會暨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 

19/10/2012 家長委員確認家長校董 

8/11/2012 第十屆家教會第一次會議 

16/11/2012 家長義工分享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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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2 家長義工及委員協助學校整理學校資料 

28-29/11/2012 
家長協助陸運會工作及派出家長參加 4x100 接力賽， 

並且有家教會主席代表出席閉幕頒獎嘉賓。 

6/12/2012 第十屆家教會第二次會議 

21/12/2012 聖誕嘉年華 

28/2/2013 第十屆家教會第三次會議 

5/3、6/3/2013 手工藝製作 

8/3/2013 出版第十七期家教會刊物 

8/3/2013 家長日派飲品支持老師 

23/3/2013 家教會大旅行 

16/5/2013 主席出席水運會 

24/5/2013 家長義工分享會（二） 

31/5/2013 主席及家長委員出席本校中六、七畢業禮 

5月 家長委員及義工與校方參觀膳食供應商，並試吃飯商餐盒。 

5-6月 家長委員參與本校的家訪活動，促進家校溝通的精神。 

5-6月 
舉辦「家長也敬師」活動，家長填寫心意咭表達對老師的謝意， 

並統計於此活動中得咭最多的首三位老師能得到 

教統局所頒贈的證書及禮物。 

6月 
輯錄部份心意咭中各家長對老師的感謝話， 

刊出「家長暖流」，讓大家分享當中的暖意。 

6/6/2013 第十屆家教會第四次會議 

16/7/2013 出版第十八期家教會刊物 

16/7/2013 
主席及家長委員出席本校的結業禮頒獎給 

「家長也敬師」中的 3位得奬老師。 

 
備註：與各科組在全年的合作 
1與家長團契及輔導組合作舉辦講座 
2.與體育科合作推動家長參與田徑運動會 
3.與家長團契合辦家長義工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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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會章 
1. 會名及會址 

   定名：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家長教師會（以下簡稱“本會”） 

英文名稱為“China Holiness Church Living Spirit College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會址： 新界大埔棟樑里 1號 

2. 宗旨 

2.1 促進家長與教師之緊密聯繫，增進彼此間之友好關係； 

2.2 加強家長與教師的溝通合作，共謀教育發展； 

2.3 關注學生品德和成長，提高學行修養； 

2.4 就學校設施，提供意見，以增進學生福利； 

2.5 配合靈風的學校生活，讓家長融入學校大家庭。 

3. 會籍及會員權利與義務 

3.1 會員 

3.1.1 家長會員： 就讀本校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均為本會家長會員 

3.1.2 教師會員： 現任本校校長及教師，均為教師會員 

3.1.3 名譽會員： 本校現任校監及校董，均為本會名譽會員 

3.1.4 無論在校子弟人數多寡，每個家庭只需繳交一份會費，教師及名譽會員豁免。 

3.2 權利 

3.2.1 家長會員及教師會員的權利：(a)出席會員大會； 

(b)動議、和議、發言、表決(每個家庭只可以投一票)、
選舉及被選權； 

 (c)出席本會舉辦的集會及活動。 

3.2.2 名譽會員沒有被選權，但享有家長會員及教師會員的其他權利。 

3.3 義務 

3.3.1 遵守本會會章，並會員大會及執行委員會通過之議決案。 

3.3.2 家長會員須繳交會費，每年之會費由當屆執行委員會議定；若會員自動退會，已繳
交之會費，概不退還。 

4. 組織 

4.1 會員大會 

4.1.1 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於每年召開週年會員大會一次。 

4.1.2 週年會員大會於每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間舉行，會議日期及議程將於會前十四天以書面
通知全體會員。 

4.1.3 在接獲三十位或以上會員（家長會員不少於二十位，教師會員不少於十位）聯署動議，
可召開特別大會。執行委員會必須於開會前七天以書面通知全體會員出席及動議有關

事項。 

4.1.4 會員大會之權責 

（a）週年會員大會 

(i) 審閱及通過執行委員會提交的全年工作及財政報告； 

(ii) 公佈執行委員會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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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商議及推展會務； 

(iv) 討論及通過其他一切動議。 

（b）特別會員大會 

討論及通過議程事項，不設臨時動議。 

4.1.5 會員大會法定人數為會員總人數的百分之五；其議決事項，需有出席人數過半數，方為生
效。投票時，若正反雙方票數相同，會員大會主席可多投決定性的一票。 

4.1.6如會員大會召開三十分鐘後仍不足會議法定出席人數，將視作流會論。主席須於十四天內
再召開會員大會，是次會員大會則不論出席人數多寡，均屬有效。 

  4.2 執行委員會 

4.2.1 會員大會休會期間，執行委員會處理本會一切事務。 

4.2.2 執行委員會選舉程序執行委員會之家長執委由全體會員投票選出（全體會員均可自薦或推
薦候任執委）。會員大會召開前最少十四天派發詳列參選家長資料的投票表格；過程經由

教師及家長會員代表監察及統計選票程序，以最高票數的八位家長當選；教師執委則由校

長委任。 

4.2.3 執行委員會職位及職責 

執行委員會共有委員十三人。其中家長會員佔八人，教師會員共佔五人，職位由執委以互

選方式選出。 

(a) 主席（一人，由家長擔任） 

負責召開並主持會員大會、特別會員大會及執行委員會會議，領導執委會推展會務。

於週年會員大會中，報告會務；籌組執行委員會的推選工作；並於任內擔任法團校董

會家長校董。 

  (b) 副主席（二人，家長教師各一） 

負責輔助主席推行會務；主席缺席時，其中一位副主席執行主席職權；家長副主席並

於任內擔任法團校董會替代家長校董。 

兩位副主席分別聯絡家長及教師執委，協調家長教師執委的工作。 

   (c) 聯絡（一人，由家長擔任） 

負責聯絡會員，推展會務。 

(d) 秘書（二人，家長教師各一） 

處理往來書信文件、會員名冊、會議議程、會議紀綠、印發會訊、文件存檔、物或

通訊。 

(e) 財政（司庫、司數由家長 教師分別擔任） 

司庫負責處理一切收支賬目，司數負責定期稽核本會一切賬目向執委會報告。司數每

年須制定結算書，交執行委員會審核，並提交會員大會通過。 

(f) 活動統籌（五人，家長三人教師二人擔任） 

負責統籌活動配合校園生活，推動本會一切活動事宜。 

4.2.4 義務委員及增選委員 

(a) 凡未獲選之候選家長會員，均獲邀出任本會義務委員。 

(b)  增選委員由執行委員會議決通過邀請出任。 

(c)  義務委員及增選委員均可列席執行委員會會議，但無投票權，亦不列入執行委員會會  
議之法定人數內。若有執行委員離職，執委會將推選義務委員或增選委員填補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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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除教師委員外，執行委員之任期為一年，獲選可連任。 

4.2.6 執行委員會每年召開常務會議不少於三次，由主席召開，有關會議日期及議程於會
議前七天以書面通知執委。每次出席會議之人數，必須超過執委總人數之半數（家

長教師各佔半數）。 

4.2.7 如執行委員會會議超逾規定開會時間三十分鐘仍不足會議法定出席人數，作流會
論。執委會須於十四天內再召開會議，出席人數最少為五人（家長教師各不少於二

人），即屬合法。所有議決事項，以執委大多數通過為原則。 

4.2.8 所有議決事項，須超過出席人數之半數，方為有效。投票時，若正反方票數相同，
主席可多投決定性一票。 

4.2.9 執委會委員如未能履行職責或連續兩次無故缺席會議，可經執行委員會通過議決解
除其職務。 

4.2.10凡會員違背本會宗旨及其行為影響本會聲譽者，執委會將議決終止其會籍。 

4.2.11執行委員會可委任小組籌劃活動，其成員毋須為執行委員。特定活動完畢後，小組
即自行解散。 

4.2.12全體執行委員均為義務性質，不能收取任何薪酬。 

4.3 義務核數員及義務法律顧問 

4.3.1 在週年會員大會通過委任一位義務核數員，於每年財政年度終結時，核算本會全年
收支賬項。 

4.3.2 在週年會員大會通過委任一位義務法律顧問，處理本會一切有關法律事宜。 

5. 財政 

5.1 本會一切支出，須以達成本會宗旨為原則。 

5.2 司庫彙集會費及其他收入後，存入本會銀行賬戶。簽發支票必須經由主席、兩位副主席、
司庫及司數共五人中之兩人，其中必須有家長及教師執委各一人共同簽署，並蓋上本會

印鑑，方可生效。 

5.3 司數須提交該財政年度的收支賬目、核數報告及資產負債表（如負債）供會員大會通過。 

5.4 執行委員會可動用本會資金，以資助學校獎學金、增加學生福利或其他教育發展等事項。 

5.5 本會之財政年度由每年九月一日至翌年八月三十一日止。 

5.6 司數須保留一切收支單據七年，七年後之單據作廢。 

6. 修章 

6.1 修改會章，須經出席會員大會三分二或以上會員通過，方能生效。召開大會日期及所需
修改會章之項目，須於會議前十四天，由執行委員會主席以書面通知全體會員。 

6.2 若校董會審議本會之活動或措施有違背本校辦學宗旨時，校董會可動議解散本會。 

7. 附則 

7.1 若要解散本會，須經出席會員大會三分二或以上會員通過，方能定案。本會解散後，所
餘資產經會員大會通過，將捐贈本校或其他慈善機構。 

7.2 凡以本會名義進行之對外事務，必須由會員大會、特別會員大會或執行委員會通過授權，
方可進行。 

備註：會章已在 6/9/2003家教會籌備委員會通過，並於 17/10/2003家教會會員大會通過；又在 25/9/2009於家教會會員大
會通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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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年服務處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目 的  ：學校社會工作者與校方及家長彼此合作，協助學生面對求學及成長 

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使他們在學業、社交、情緒、人格方面有更健康

的發展。 
學校社工  ：洪瀾姑娘 
駐校時間  ：逢星期一、二、四及五 
學校聯絡電話：2958 9694 
傳 真  ：2638 5370 
中心電話  ：2653 8514 
地 點  ：學校社工室位於學校 1樓 107 室 

 
☆☆☆☆☆☆☆☆☆☆☆☆☆☆☆☆☆☆☆☆☆☆☆☆☆☆☆☆☆☆☆ 

中華聖潔會大埔堂 
本堂簡介 
本堂成立於 1998 年 9 月 13 日，是中華聖潔會的第二個分堂，堂址位於大埔棟樑里一

號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內。 
中華聖潔會（母會）創立於 1930年 11月 15日，以祈禱及傳福音為目標，由吳仲連牧

師和數位同工憑信心靠主建會。1957年，母會於長沙灣開辦了第一所小學「中聖學校」，後
改為中學，名為「中聖書院」以服務區內學生。 

1989 年，母會於將軍澳的臨時房屋區開辦「睦鄰中心」以服務區內居民，並同時成立
了中華聖潔會的第一個分堂「中聖教會」。1994 邨年，母會獲政府撥出鄰近寶琳 商場單位作

社區服務用途，乃成立「中聖教會白普理社區服務中心」，「中聖教會」的發展更為順利。  
1997年 7月，中華聖潔會獲政府審批在大埔區內開辦一所津貼中學，經過一年的籌備，

學校於 1998 年 9 月正式成立，名為「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並同時成立了本堂，以服侍
靈風中學的學生和大埔區居民為使命。願頌讚、榮耀歸於神。 

 
地址：新界大埔棟樑里一號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內】 
電話：2662 3525  

傳真：2662 3265 

網址：http://www.chctp.org.hk 

電郵：info@chctp.org.hk 

聚會資料 

主日崇拜：星期日 10:30am  地下活動室 (G02) 

少年崇拜：星期六 3:00pm  地下活動室 (G02) 

兒童崇拜：星期日 10:30am  地下課室 (G01A) 

主 日 學︰星期日 12:00am  地下課室 (G01A/B) 

青年小組：星期六 6:00pm  地下活動室 (G02) 

成人小組：星期日 1:00pm  每月一次 (教會) 

家庭小組：星期六 7:00pm  每月一次 (教會或家聚) 

祈 禱 會：逢第四週主日崇拜後 

家長團契：星期五 7:30pm 每兩月一次 地下活動室 

同工：【傳道】梁健華先生（校牧） 
       曾雁初姑娘 

             徐聯光先生 

   【學生及青少年發展主任】黃德潔姑娘 
   【行政幹事】楊展東先生 



 24 

家長資訊平台使用指南 
「家長資訊平台」設立的目的是讓家長可透過互聯網隨時查閱子女的校內學習狀況。資訊平台

於推行初期已獲許多家長的讚賞，亦收集了寶貴的意見，繼而優化平台的應用。 

家長現在透過平台可以使用「電子郵件」；檢查「家課冊」(初中適用)、「學校通告」及「欠交

功課紀錄」；同時亦新增了「訓育紀錄」。盼望平台可成為家校溝通的橋樑，一起幫助學生成長，建

立良好的讀書習慣和愉快的校園生活。 
 

1.登入位置：登上學校網站 http://www.lsc.edu.hk 

   於右方窗口登入「家長資訊平台」 

 

 

 

 

 

 

 

 

 

 

 

 

2. 登入資訊：輸入住宅電話號碼及身份證號碼首四個數字 

 

 

 

 

 

3. 選擇您想檢查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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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內聯網系統》內可查閱 電子郵件、家課冊 及 通告 

 

 

 

 

 

 

 

 

 

 

 

 

按「撰寫郵件」可撰寫郵件；於收件人右方按「選擇」可找到本校所有老師或同學的聯絡。 

 

 

 

 

 

 

 

 

 

 

 

 

於《欠交功課紀錄》可清楚看到子女何時欠交甚麼功課，以便跟進及補交，改善子女欠交功課的習

慣。 

 

 

 

 

 

 

《訓育紀錄》記錄了訓育事件的日期、訓育類別及事件內容，家長可了解子女在校的行為，並作出

適當關懷和勸勉。 

 

 

 

 

 

 

如果家長對《家長資訊平台》有任何疑問或意見，可致電聯絡本校 IT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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