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冠軍：陳思灝
班別：3D
會徽喻意：圖中的S.P.T.喻意學
生、家長及教師的互相溝通，顯
出愛心，達致學習成果。

會徽介紹

財政報告
截至25/4/2006為止，本會結餘為
$80724.55

    本人乃上屆香港潮陽小學家
長教師會委員。由於上下午校分
別改為兩所全日制小學，因此家
長教師會亦需分拆為兩個獨立家
長教師會。本人承蒙各委員推
舉，獲選為「潮陽百欣小學家長
教師會」第一屆的主席。
　　本會成立的目的是加強學校
與家長的溝通和聯繫，彼此交流
意見，為學校，為學生，彼此
獻出無私之心，共同建立溫馨又融洽的校園。
　　在這鳥語花香和設備齊全的校舍裏，本會舉辦了各種不同
類型的活動，包括：家長電腦班、家長講座、「家長也敬師」
等，同時亦協助學校舉辦「開放日」及「英文日」。戶外活動
則有親子旅行，陸運會親子遊戲。當中最難忘的要算是今屆首
次舉辦的「粵北山區」之旅，體驗當地小朋友的學習生活，
這些寶貴的經驗，都是家長教師會所帶給我的。
　　在這差不多一年的時間，有幸得到一羣熱心苦幹的委員及
一班家長義工積極參與和熱心協助，令到本會和學校的聯繫更
緊密。本人在此衷心向家長說一聲：「全賴有你們的支持及幫
助，心存對各位無言的感激！」
　　最後，本人衷心感謝校監、各校董、校長、各位老師、家
長及委員。希望你們能繼續支持本會所舉辦的活動，令百欣家
長教師會「百年常春，欣欣向榮」！

校址：元朗天水圍天華路55號

二零零六年六月

電話：2445 1666 傳真：2448 7866 網址：http://www.cypy.edu.hk

 顧  問：  

林碧珠校長
陳少卿女士
鄭美英女士
蕭  芳女士

康    樂：

陶玉屏女士 
黃美儀女士 
尹愛霞女士
譚澤恩老師

主  席： 葉妙華女士

總    務  :

楊素文女士
林茜真女士
鄧綺群女士
李泳儀老師
林建恩老師 

副主席：
蘇佩嬋女士
陶群眷老師

文  書：      曾潔玉老師 

常務委員  :

鍾美好女士 
陳苑嫻女士 
陸文娟女士
陳燕珊女士
陳宣羲先生 

司  庫：
張  潔女士
陳廣友老師

學  術：
張道華女士 
張國禎女士 
王煒琪老師 

委員名單

校監的話 主席的話



    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九日（星期日），我們到了索罟灣和榕樹灣遠足，參觀南ㄚ島 天
后古廟，品嘗地道海鮮餐，更前往迪士尼樂園參觀煙花表演。今年的參加人數達三百人，
節目非常豐富，更設有抽獎，大家都滿載而歸，樂而忘返！

日期 活動名稱

9/2005 會徽設計比賽

11/2005
家長電腦班初班（11/05 - 2/06）
家長講座

12/2005 就職典禮暨聖誕聯歡聚餐（21-12-2005） 

2/2006
旅行 （19-2-2006）
花卉義賣（25-2-2006）

3/2006
運動會親子遊戲（31-3-2006）
家長電腦班（3-5月）
家長講座

4/2006 家長也敬師

6/2006 出版會訊

部分家長和同學在天后古廟前合照

校長老師和家長們載歌載舞，喜形於色。
家樂徑的風光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星
期五），是香港潮陽小學暨潮陽百
欣小學第一屆聯校運動會，我們兩
所姊妹學校的家長教師會亦舉行了
聯校親子遊戲，以聯絡感情。今年
的參加的家長和同學達一百五十多
人，遊戲節目非常豐富，家長和同
學之間的緊密合作，除了體現在家
庭生活中，也展現在運動場之上
呢！親子遊戲除了有趣外，也帶給
大家一個難忘的回憶，父母正好給
小朋友一個好榜樣，全力以赴，守
法循規，奮勇爭勝！

上陣不離父子兵

媽媽等等我

光榮一刻──父子上台
領獎

膠圈火速送到！

    本會成立及委員就職典禮暨聯歡聚餐已於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廿一日（星期三）晚上假天
水圍美心大酒樓舉行。本會在當晚邀請了元朗
區議會副主席梁志祥議員M.H.及香港潮陽同鄉
會會長胡楚南太平紳士主禮。當晚筵開四十二
席，藉此機會讓家長、老師及學生聚首一堂，
一方面讓家長們認識各委員，另一方面可讓師
生及家長一起共渡歡樂時光。當晚節目豐富，
設有抽獎及「卡啦OK」……晚宴結束前，每
人獲贈一份聖誕禮物，大家都帶著既愉快又滿
足的心情回家。

新一屆委員大合照

親子旅行

活動簡介

活動花絮

親子遊戲

家長教師會成立及委員就職
典禮暨聯歡聚餐



    得到學校與家庭合作事宜委員會和本會資助，本
會今年度舉辦了兩班家長電腦班, 反應非常熱烈。下學
期，本會更舉辦家長
電腦進階班（個人網
頁製作），教授內容
深入，使家長對電腦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現在家長更能在環境
舒適、配置有全新電
腦的電腦室上課，使
學習事半功倍！

    學校於創校十周年籌款活動中，已把籌得的十萬元善款捐贈予「育苗行
動」，幫助山區發展教育事業，粵北山區有五所學校因而受惠，分別成立了
五所圖書館，名為潮陽圖書館。
    本會於五月十九日至五月二十一日舉辦「粵北山區體驗之旅」，我們到
窮鄉僻壤去瞭解清遠市英德縣、連州市及連南縣同胞的日常生活，體驗當地
學生上課的情況，把關懷和愛心帶給我們的同胞。我們籌集了同學的愛心手
信──「一人一文具」，贈與山區有需要的學童，藉此教育學生常存感恩及
施予的心，並培養學生助人、愛人及關懷別人的美德。

    本會成立及委員就職典禮暨聯歡聚餐已於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廿一日（星期三）晚上假天
水圍美心大酒樓舉行。本會在當晚邀請了元朗
區議會副主席梁志祥議員M.H.及香港潮陽同鄉
會會長胡楚南太平紳士主禮。當晚筵開四十二
席，藉此機會讓家長、老師及學生聚首一堂，
一方面讓家長們認識各委員，另一方面可讓師
生及家長一起共渡歡樂時光。當晚節目豐富，
設有抽獎及「卡啦OK」……晚宴結束前，每
人獲贈一份聖誕禮物，大家都帶著既愉快又滿
足的心情回家。

校董、顧問、主席祝大家聖誕快樂！

       為培養和提升學生感恩的心，本會與學校的公益少年團
於二月二十五日（家長日）舉辦「花卉義賣」籌款活動。當
天學生及家長十分踴躍購買鮮花及盆栽送贈給老師或家人，
以表謝意，令家長日變得既溫馨，又熱鬧啊！得到家長及同
學們踴躍捐輸，當天共籌得$11,500.00。本會已將捐款全數
捐贈予「香港公益金」，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家教會主席夫婦大力
支持此活動

家長細心地挑選靚花送
給敬愛的老師

校長和老師也來支
持義賣呢！

家長義工出錢又出力！

    為了表揚教師的功勞，強化敬師的概念，為學生樹立
一個良好的榜樣，本會於24/4/2006—4/5/2006舉行「家長
也敬師」活動。
    家長和學生把貼切的感謝及祝福語寫在敬師卡上，或
透過溫馨有趣的「電子版敬師卡」，把心意傳送給老師，
以表敬意。

    為了配合學校全年的目標──自尊自信，使家長明白自尊感對孩子的重
要性及掌握培養自尊感的方法，讓家長了解孩子行為背後的訊息，以及如何
處理與孩子衝突的技巧，本會與學校訓育組合辦了兩個講座，主題分別為：
「如何提升孩子的自尊感」及「處理孩子的衝突」，此外，更有多次的跟進
小組。每次出席講座的家長約有一百人，講者葉祖賢先生言簡意賅，言詞風
趣幽默；與會的家長十分投入，獲益良多。

學生把感謝及祝福投在敬
師卡收集箱內。

家長及委員大力支持「家長也
敬師」活動，家長齊寫感謝
卡，以對老師表敬意。

 家長十分投入跟進小組活動 家教會主席致送紀念品予講者

家長教師會成立及委員就職
典禮暨聯歡聚餐

得獎老師和學生笑逐顏開！

花卉義賣

潮陽家長學堂

家長也敬師

粵北山區探訪

電
腦
班

看家長們多麼聚精會神地學習！

楊同學把
學生捐出
的愛心文
具送予山
區學童。

校長及家教
會主席齊齊
派文具。



    第一次加入家長教師會，亦是
我最後一屆，因囡囡畢業了，不捨
的心情油然而生。那段期間，難忘
的片段瀝瀝在目，非常珍惜現在所
擁有的一刻。

陳燕珊女士

    今年我很榮幸擔任了潮陽百欣小
學家長教師會副主席的職位。在我加
入家教會和家長義工後，我更加了解
學校和子女的感情，話題都增加了不
少，自己比以前也開朗了。

蘇佩嬋女士

    我在家教會裏，可以了解到很
多學校的事情。有問題時學生和家
長會主動和我們聯絡，大家給予意
見去解決，真的是一起分享成果的
見證。

陸文娟女士

    轉眼已十年，紫甄也快將畢業，學校不
但教導小孩子，也關顧到家長和學校的關
係，設立了家長教師會、家長義工隊等，讓
家長更了解學校對教育的抱負，從而可以互
相配合，讓孩子愉快成長。

楊素文女士     參加了「家長教師會」後，我深深體會
到學校為學生所做的一切是那麼多，令我更
認識到老師的工作和他們的熱誠。我身為
「學術組」的委員，需長駐圖書館擔任義務
的工作，令我重新體會學校生活和認識了很
多其他的家長義工，現在「潮陽百欣小學」
已儼然我生活的一部份！！

張國禎女士

    轉眼間已當了家教會委員五年了。
    回顧這幾年裏，經歷了學校搬往新
校，參與校內大小的各種活動，和各位老
師的合作，與同學們的相處，這些經歷都
令我依戀和回味，真的感到自己和學校同
步成長。

張潔女士

    學校和家教會開辦的初期，校長、
老師、委員和家長義工，有些還帶同自
己的小朋友，不辭勞苦往返學校幫忙，
令我深深感受到無私的愛。

鍾美好女士

    眨眼間，當了家長教副主席快一年
了，與家長接觸多了，他們不但成為我
工作的合作夥伴，更成為我的好朋友，
彼此交流育兒心得，分享家庭的樂
事呢！

陶群眷老師

　　在常務會議上家長委員與
老師能坦誠提出意見，大家討
論時氣氛融洽，體現了「潮陽
是我家」的精神。

李泳儀老師

葉妙華女士

    百欣師生心連心，家長教師更齊
心，作育英才無私心。同學上課要專
心，與人相處有愛心，待人處世須虛
心，老師父母真開心。

    轉眼已在潮陽過了八年光景，這些
日子內有苦、有甜、有趣也有樂。三位
兒子成長路途上，慶幸我能和他們一起
體驗，一起分享。

張道華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