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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2007年6月10日 ( 星期日 )
時間 : 下午2時至5時
地點 :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地下宴會廳

活動內容 : 招募千名參加者合力包裹最少25,000隻粽，健力士世界紀錄
               代表將於現場統計，現場將有紅星出席表演打氣。所有參加者
               可將當日親手包裹的愛心粽，帶回家送予贊助人與親友分享。

參加辦法 : 參加家庭請為公益金籌募善款港幣壹佰元或以上，並請於5月21日
               前以傳真或電郵形式向本會報名，再交由學校跟進聯絡。
               本會傳真號碼 : 8343 2221
               電郵地址 : pta.hkmadavidl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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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2007年6月8日( 星期五 )
時間 : 下午3:45 至 5 時
地點 :  本校家政室
截止報名日期 : 5月21日
 
參加辦法 : 每組需有2位同學聯同一位家長或老師參加。
               家長或同學可到家政室索取報名表格。其他
               有關問題，請向Miss Ng或Miss Chu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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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龐校長，分享告別心聲 ☆

☆ 副校長彭博士親筆撰寫文章 ☆

☆ 本會委員歡送龐校長夜宴報導 ☆

☆ 最新講座後記 ☆

☆ 各項活動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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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講座系列（四)

您有個「心」卻

「沒時間」愛您的孩子

主講嘉賓 : 施永青先生 

〔中原(集團)有限公司主席〕

時間：下午 3時至5時

地點：本校 109 室

語言：以粵語 進行

2 / 6 ( SAT )
 本年度最後一次「家長茶聚」

歡迎你參加，發表寶貴意見
及分享各樣心得。到時見！ 時間：2:00PM - 3:30PM
地點：本校一樓 跳舞室



運動會

馬賽克工作坊

馬賽克工作坊是本屆家教會首辦的，難得邀請了我們委員之一，又是本校美術科的李錦華老師協助。事前他已做了很多預備的工序，更為我們設計一套簡易的入門方法，希望能在數小時內教懂我們把作品完成。

年幼的小朋友總是很有心思的在設計心愛的圖象及卡通人物，但在時間倉卒下，家長當然很樂意幫他們作最後衝刺。原來我們每位參加的學生和家長均很有潛質，最後也不負李sir的期望，每位都能造出很有創意的作品，高高興興帶回家。

2月12日學校舉行
運動會，家教會副

主席

劉太、司庫歐醫生
、兩位委員岑太、

冼太

的家人一同參與競
技及4×100接力賽

。

比賽開始時，我們
滿以為老師工作忙

碌，

不能抽空練習。但
想不到老師的實力

竟如

此厲害，在跑道上
雙腿如裝了馬達般

。雖

然我們未能勝出，
但全憑歐醫生個人

非凡

實力，最終不至於
「包尾」。



盆菜宴暨委員就職典禮
二月九日的盆菜宴暨委員就職典禮，家教會共延開了八席，蒞臨的有龐校長、老師、家長及工友們。感謝學校幫我們把場地佈置得有濃濃的新春氣氛，當中掛滿了同學寫的創意揮春、燈籠及美術老師畫的中國畫，頓時把整個操場弄得喜氣洋洋。

當晚的主角必然是一盆盆富有圍村特式的盆菜，由於眾多人都是首次接觸它，看着滿滿豐富的食物，真不知如何入手。幸得服務員的指點下，原來最佳的品嚐方法是由底部翻上面，這樣才能吃出箇中滋味。
整晚加插了許多娛慶節目，既有新穎的抽獎，更有刺激的問答遊戲。問答比賽每席均要互相對壘，由於採取淘汰方式，所以比賽過程更見激烈。最後抽獎環節，由主持接通參加者的手機號碼，當我看到他們靜待鈴聲的神情，已知這個遊戲相當成功。



清晨在巴黎街上慢跑

同學們細心聆聽導遊講解

巴黎聖母院

巴黎鐵塔前寫生

在古城堡前草地吃午餐

法國著名凱旋門前留影大合照

看看我們的傑作完成
了

拿破倫墓前留影大合照

齊來寫生畫聖母院

藍色的天空陪伴了我們整個旅程

復活節遊學團



法國文化藝術之旅                                                    李錦華老師
巴黎是我年青時第一個到訪的歐洲城市, 回想起來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一個永遠令人無法忘掉的印象,法國是一個永遠年輕漂亮的女孩,縱使她依舊一身古典打扮,她內裡仍然天天散發著浪漫和現代的氣息.

不過今次再訪巴黎和上次的情懷卻截然不同,因為身負著沉重的責任和工作.我不再是昔日任性浪漫不羈的小伙子,身為今次學校遊學團其中一位領隊老師,我必須全心全意依家長們的託付,把十三位學生好好照顧和教導那十三位學生.

出發當日,我和法文老師Samuel很早便到達機場,家長們都很準時把同學送到預定集合點報到,晚上差不多十一時我們一行師生加導遊十六人已安頓在飛機上,同學們均表現得十分興奮,直至全機關掉了照明很多同學仍不願睡覺. 不過十多小時漫長的三萬呎上空的夜晚,最終興奮的心情也靜了下來,看到學生都熟睡了後我才開始努力去在那狹小的機位上嘗試睡覺.

今次遊學團最大的特色是 “學習和親身體驗”,首先我希望同學們可邊欣賞著名藝術邊學習對藝術作品的評賞方式和態度,其次亦盼望可以教授一些基本水彩和素描速寫的技巧,讓同學們可以一嘗街頭寫畫的樂趣.加上校方早已和法國土爾當地的一所著名國際學校約定交流訪問活動, 同學們真的可以經歷一個愉快而充實的學習旅程.

我們先後入住三間不同酒店,其中以第一間四星級的比較寬敞和舒適,但也因而每天需要較遠的車程來回.最後兩天分別入住土爾和巴黎市中心的酒店則只屬三星和較狹小的房間,整體來說住的水平可算不俗而一般酒店提供的自助式早餐都非常豐富和美味.至於午餐和晚餐,同學們比較喜歡法式餐廳多於中菜酒家.最令人難忘的算是法國蝸牛和法式青口了.基本上就連最普通的法式長包同學們都很喜歡吃,也許品嚐食物真是學習外國文化最好的一種體會.

上天亦厚待了我們這次十天遊學團,因為每天都是天色晴朗,萬里無雲,加上午後天氣溫暖而乾爽,同學都慶幸遇上如此舒適的天氣.而最讓大家高興的是整個旅程中同學們都身體健康亦沒有絲毫損傷報告.

今次遊學團我最欣賞是同學們的整體表現,特別看見大家天天很認真的學習和嘗試,不論筆記,速寫或評賞都把帶來的畫簿記錄得滿滿的,另外晚上同學們都有機會作個人的學習匯報,雖然起初很不習慣,但最終卻真的把學習得到的方法實踐出來.

最後總結今次活動,我感謝各家長對學校和領隊老師的支持和信任,藉今次的旅程,老師和學生除了加深了彼此的認識和了解外,我發現同學們對法國的風土人情認識增加了不少,亦在法國結交了一些朋友,相信他們因而對於自己未來的學習會更能確立目標,甚至有同學表示有興趣出國留學等.希望在不久的未來我仍然有機會和同學一同出外一同學習.

同學們細心聆聽導遊講解

本校學生和法國同學成為了好朋友

正宗法國蝸牛

在土爾與當地學生一起學習
繪畫

在盧森堡公園享受法式日光浴在龐比度中心的
展品

小小畢加索作品完成

李sir繪畫的國畫送該校留念

協和廣場留
影

法國科學公園博物館前留
影大合照



第二次家長茶聚

家長心聲
家長的心聲                                       余超琼 - 家教會委員

本人是 7B班的家長. 我和外子在六年前懷著一個患得患失的心
情. 將兒子送到李國寶中學就讀. 一所全新的中學,它沒有歷史. 
但有一套理想的教育理念和一群有熱誠及愛心的教育工作者.
 

學校的設備非常齊全. 尤其是圖書館的開放時間比其他學校長,
能讓學生在一個有良好學習氣氛的地方溫習. 當學生遇到難題
時又可以到教員室請教老師. 更使本人感激的是老師不辭勞苦,
讓學生到教員室請教. 真是無微不至. 

六年下來我發覺兒子在各方面都茁壯地成長. 老師能循循善誘
推動兒子的學習. 相比本人和外子,老師更了解他. 兒子亦更接
受老師的意見及教導. 在老師盡心的教導和兒子的努力下他的
心智,學識,人際關係及自信心各方面都有進步,漸漸成長. 因此,
在會考放榜後,兒子雖然有機會轉校. 但我們決定繼續讓他在原
校升讀中六. 因為我們相信有老師的帶領和教導會對兒子的學
習有較大的幫助

兒子與同學相處融洽. 有一班志同道合的同學. 他們互相幫助, 
在公開考試前一同在圖書館溫習,互相教導. 更難得的是遇到難
題時一同去請教老師. 使兒子在學業和人際關係上獲益良多.

在校長,老師和同學一同努力下. 我相信李國寶中學的校譽在不
久的將來定能突飛猛進.

A S7 Parent’s Aspiration           Connie Yu - PTA Commit
tee 

Six years ago, I and my husband decided to let our son to 
study in 

a brand-new school which is HKMA David Li Kwok Po Col
lege.  

We do not know whether it is a good school or not at that
 time.  

The only that we can see is the school’s missions, its hardware
 

and it has a team of sincere educator.  

The school’s equipments/facility is excellent.  Particularly the 

opening hour of the school library is extremely long.  This
 can let 

the student to have a good place for studying and it is con
venient 

for them to obtain the teachers assistance when facing pro
blem in 

learning.  Furthermore the teachers are welcomed to the st
udent’s 

questions and do not bother about the effort and time they
 paid.  

Six years has passed, he grows healthy in various aspects. 
 With 

the teachers’ guidance and his effort to study hard, we can see h
is 

improvement in knowledg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elf
-

confidence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The teachers unders
tand my 

son better than our-selves.  They all teach with skill and c
are 

about the students’ progress of learning.  We sincerely thanks fo
r 

the teachers’ effort.  

In the aspect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my son has met
 many 

good classmates including Chinese or Non-Chinese.  They 
maintain 

a close relationship and support each other. They formed s
tudy 

group after school, work hard together before the public ex
amina-

tion and share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s. I am sure that th
is is 

benefited their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future developme
nt.

Together with the efforts of the principal, teacher and scho
olmate, 

I believe that the school’s reputation surely will grow day by d
ay. 

本會於3月24日舉行了本年度第二
次的家

長茶聚。當天，出席了的家長在輕
鬆的環

境下交換了心得及提出了對學校的
意見。

The second Tea Gathering of PTA 
with 

parents was held on the 24th of M
arch, 

parents shared their opinions of th
e school 

with our PTA committee members
.



學生醫護體驗計劃

學生醫護體驗計劃  
   歐耀佳醫生

 二OO六年暑期李國寶中學，
黃大仙中學校長

會及聖母醫院合辦了一項學
生醫護體驗計劃，共有40 

位來自李國寶中學、黃大仙
區內不同中學及海外的中

學生參加，成績理想。

 這個計劃的目標是希望透過
體驗及參與醫院

不同部門的工作，提高同學
們對香港醫療服務的認識

並發展對醫護服務行業的興
趣。同學們在參與本計劃

前，都先接受基本的「醫院
義工防感染課程」及培訓

，在為期一個月的服務裏，
分別到醫院的不同部門參

觀或體驗工作，也出席了一
系列的健康專題講座及小

組活動。我們也邀請了醫生
、護士、醫務社工、藥劑

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
師、營養師、放射診斷技

師、視光師等作醫療專業講
座，為同學將來要選擇投

身醫療服務行業作好準備。

 今年七月李國寶中學家長教
師會，與黃大仙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家長教
師會及聖母醫院，再接再

勵聯辦另一醫護體驗計劃，
為期三週，並得到教育統

籌局贊助，本校學生名額十
名。

 我們期待同學們都能利用此
機會，認識醫療

服務工作、學習照顧病弱人
仕，更能與他校同學共同

學習成長，擴闊視野。並希
望同學們將來能把此經驗

和大家分享。



學友社講座

當新一屆家教會成
立後不久，與劉太

(副主席)在閒

談中提及希望能夠
為會考班的同學及

家長們，舉辦

一些專題講座，從
而減輕他們在會考

前後的壓力及

徬徨。結果由開始
籌劃至聯絡，不足

一個月，已得

到「學友社」的答
允能出席3月及4月

的兩個講座。

由「如何幫助子女
渡過會考的日子」

到「放榜後子

女的升學途徑」共
有八十多位家長參

與支持，當中

他們得到豐富的升
學資料，更明白到

子女在會考期

間遇到的困擾。最
令家長們深刻的是

幾位同學的錄

音訪問，與及講者
他真情道出當年放

榜後的經歷。

最後，「學友社」
還慷慨地送出250

本「會考升學

指南」，待八月初
送給本校中五學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