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家長教師會
HKMA David Li Kwok Po College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8 Hoi Wang Road, Mong Kok (West), Kowloon, H.K. 香港九龍旺角﹝西﹞海泓道八號
電話 Tel: 2626 9100

致
由
日期
內容

傳真 Fax: 2626 9311

電郵 Email: hkmadlkpc.pta@gmail.com

學生家長及監護人
家長教師會主席
2014 年 9 月 23 日(星期二)
電影<爭氣>特別場 / 與監製分享會
本會在新學年為家長推出的頭炮活動便是舉辦電影<爭氣>特別場並於放映後邀請影片的監製何
靜瑩小姐親臨本校與各家長分享在電影製作箇中的心路歷程及如何揉合本地青少年品格成長與藝
術教育，使家長有更直接的了解和反思。
這部感人勵志電影 <爭氣> 得到曾獲奧斯卡金像獎紀錄片得主楊紫燁（Ruby Yang）執導，在拍攝
期間她也同時肩負培育對紀錄片製作有興趣之香港新一代年輕人。電影追蹤一班來自不同背景的
基層青少年，在一個長達半年的品格教育及音樂劇＜震動心弦＞的專業嚴謹訓練中，他們的毅力、
專注力、及處事態度如何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從而經歷一次生命蛻變的成長旅程。也令觀眾感
受到這個「品格 x 藝術」之旅是如何震撼昇華每一個平凡但寶貴的生命。
日期：
時間：

2014 年 10 月 11 日（星期六）

地點：
影後分享會時間：
影後分享會地點：
費用：

西九龍海庭道 18 號奧海城二期一樓 The Sky House 3
同日早上 11 時半至下午 1 時（校內敬備茶點招待）
本校演講劇院 109 室
家長會員/學生: 每位 HK$50
非會員/親屬: 每位 HK$60(大小同價)

早上 9 時半(片長 92 分鐘，粵語對白，配以中英文字幕）

一部向教育工作者致敬、獻給香港年輕人及家長的寫實作品，大家不容錯過！由於戲院座位有限，
報名從速！
請家長填妥下列回條，並連同所需費用（支票抬頭請寫「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家長教師
會」）
，於 9 月 25 日 (星期四) 或之前交回學校家教會信箱或 貴子弟班主任。如對此活動有任何
查詢，請把姓名及聯絡方法電郵或傳真至家教會。電郵地址：hkmadavidlkpc.pta@gmail.com ；傳
真號碼 : 26269311。
祝好
第十二屆家教會常務委員會(2013-14)主席

李秀琴女士 謹啟
2014 年 9 月 23 日

支持家教會 = 支持你的子女

Support PTA = Support your child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家長教師會
HKMA David Li Kwok Po College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8 Hoi Wang Road, Mong Kok (West), Kowloon, H.K. 香港九龍旺角﹝西﹞海泓道八號
電話 Tel: 2626 9100

To
From
Date
Subject

傳真 Fax: 2626 9311

電郵 Email: hkmadlkpc.pta@gmail.com

Parents and Guardians of Students
PTA Chairperson
Tuesday, September 23, 2014
Private Screening ‘My Voice My Life’ and Sharing Session with Film
Producer – Miss Ada Ho

Dear parents,
The PTA will launch their first activity of the school year by arranging a private screening “My
Voice, My Life” and the film producer, Miss Ada Ho, will be invited to a sharing session at the
school after the screening. Miss Ho will share with us the efforts of L plus H Creations
Foundation in providing character education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teens through a musical “Awakening” performed last year.
Directed and co-produced by Ms Ruby Yang, an Oscar-winning documentary director, this
documentary has featur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80 musical participants, with touching real-life
stories of 9 underprivileged youths who live under bad peer influences or struggle bitterly with
confidence issues. Learning through drama, music, filming and character education can
effectively transform these students’ behaviour, foster thei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enable
them to become confident, motivated team-players.
“Let Attitude and Music change the world and transform life” is the main theme of this film. We
look forward to your participation in this screening and the sharing session. Seats will be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 basis.
Screening Date:
Time:
Screening Venue:
Sharing Session Time:
Sharing Session Venue:
Fee:

11 October 2014 (Sat)
9:30 am (duration 92 minutes with Chinese & English sub-titles)
The Sky House 3, 1/F Olympian City Phase 2, 18 Hoi Ting
Road, West Kowloon
11:30 am – 1 pm after the screening
(light refreshments will be served at school)
Room 109 Lecture Theatre at HKMA David Li Kwok Po College
Parent Member / Student - HK$50 per head
Non-members/Dependents - HK$60 per head
(same price for adult & child)

Please complete and return the reply slip below together with the required fee (cheque made
payable to the “HKMA David Li Kwok Po College PTA”) to your child’s class teacher by
Thursday, September 25.
Should you have any enquiries about this activity, please send your name and contact number
via email or fax to the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Email: hkmadavidlkpc.pta@gmail.com; Fax:
26269311.
Regards,

Ms LEE Sau Kam Corla
Chairperson of the 12th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2013-14)

支持家教會 = 支持你的子女

Support PTA = Support your child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家長教師會
HKMA David Li Kwok Po College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8 Hoi Wang Road, Mong Kok (West), Kowloon, H.K. 香港九龍旺角﹝西﹞海泓道八號
電話 Tel: 2626 9100

傳真 Fax: 2626 9311

節錄 信報專欄《故事人生》何靜瑩│爭氣

電郵 Email: hkmadlkpc.pta@gmail.com

2014 年 5 月 22 日

去年 L plus H 首度主辦音樂劇，幾輪試音後選出演員名單，在正式取錄前我們須獲得夥伴學校的推薦。一
位校長和社工得悉他們一名學生被選上，向我坦言他們心中的憂慮，「他揚言參加音樂劇是為了識女仔，
而他在校內校外都有行為問題，還結交了一些損友。」
「不過，音樂劇是他喜歡的活動，這也可能是幫助他的一個方法。」校長內心很大掙扎，一方面想給學生
機會，另一方面又要顧念整體利益。「他可能會做出一些破壞性事情，而 L plus H Creations Foundation 才剛
成立，我怕會連累你們…… 」
其實，我們何嘗不怕這個學生可能是「一鍋粥裏的老鼠屎」？但我們的使命就是要協助這類學生尋找人生
目標，確立積極的生活態度。單跟他說上課不要睡覺、下課不要打架、不要跟壞朋友深夜遊蕩、不要抽煙
喝酒扮大佬…… 之前，不如先倒過來問：究竟有什麼又正面又好玩的東西，能吸引他認真地投入和參與，
從而替代以上所有的「不要」呢？
「正面取代」不良嗜好的其中一種方法是音樂劇，以嚴謹的綵排吸納他的餘暇，讓他的悠長暑假在好玩的
品格教育過程裏充實地度過，那他怎還有時間和精力做無聊事？音樂劇有導師和義工作好榜樣，也是「交
換」損友和負面價值觀的最佳良藥。
我們和校長社工再跟他面談時，他出乎意外地坦白，更承諾會遠離損友，改掉壞習慣。當然，我們知道他
為了加入音樂劇而不惜「下巴輕輕」作出百般承諾，也明白要重塑他那些已扭曲的觀念殊不簡單，但我們
還是帶着戰戰兢兢的心情取錄了他。綵排期間，他雖然不算滋事分子，但也為導師添上不少煩憂；幸好他
的本性不壞，慢慢也願意學習正面的價值觀。
暑假過後，我親口對他和家人說：「你現在的改變，連家人也感受得到，但路途還是崎嶇的：你會前進三
步，後退兩步，但最要緊的是朝着正確方向邁進。我們很慶幸取錄了你，因為你是這一鍋粥裏的一粒白果，
我們花了許多心血掰開你的硬殼，才能釋放你裏面的香氣。」
那半年的音樂劇特訓，其實更是一個「糅合藝術與品格教育的生命旅程」，對這學生（以及其他同學）生
命的衝擊和改變，被奧斯卡金像獎紀錄片導演楊紫燁拍攝下來。這齣由籌備、拍攝、後期製作超過一年時
間的寫實電影《爭氣》，製作已接近尾聲。
*****
「所以，你們的生命能否變得更精彩，壓力不在音樂劇導師或紀錄片導演。活好生命是自己的責任──寫
好屬於自己的生命劇本、演好生活裏的不同角色。你們的生命紀錄片，一天還是『不日上映』，一天你們
還要把它拍得劇力萬鈞！」
這部電影名為《爭氣》，就是深信社會只要給冰火少年一個機會，他們會用態度改變世界，以音樂蛻變人
生！
音樂劇《震動心弦》演出花絮:
http://goo.gl/jU309m

L plus H Facebook 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LplusHCreations

支持家教會 = 支持你的子女

Support PTA = Support your child

(140923)
Reply Slip – Private Screening “My Voice My Life” & Sharing Session with
Film Producer – Miss Ada Ho
家長回條 – 電影<爭氣>特別場暨電影<爭氣>監製分享會
【Please return the Reply Slip to your child’s class teacher by 25 Sep 2014】
【請於 2014 年 9 月 25 日或之前交回 貴子弟班主任】
I acknowledge receipt of the circular above.
茲收到上述通告。


I would like to join the above activity. (Light refreshment will be served at school)
本人同意參加上述活動。(校內敬備茶點招待)
I, Mr /Ms /Mrs
本人(先生/女士/太太)
Membership no.:
會員編號

, **am / am not a PTA parent-member.
是 / 不是 家長教師會會員
Contact no.:
聯絡電話

Student’s Name:
學生姓名

Class:
班別

(

)

Parent’s Signature:
家長簽署

PTA member / Student
家教會會員／本校學生

_________person 位 x $50 = $__________

Non-members/ Family members
非會員／家屬

_________person 位 x $60 = $__________
Total 總數 = $__________

Paid by ** cash / cheque 本人以 *現金 / 支票 支付費用
(cheque no. 支票號碼：


)

I will not join the above activity.
本人不參加上述活動。
Student’s Name:
學生姓名

Class:
班別

(

Parent’s Signature:
家長簽署
* Please check (“”) the appropriate box 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上「」號。
** Please delete as appropriate 請刪除不適用

支持家教會 = 支持你的子女

Support PTA = Support your chil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