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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六月

　　轉瞬間，本人參予百欣家長教師會已有五個年頭，十分多

謝林校長、各位老師和家長對我歷年來的支持和信任。

　　今年，家長教師會舉辦了多項有益身心的活動。如「親子旅行」之吉澳一日遊，讓我們遠離煩

喧的城市，投入大自然的懷抱，令人身心舒暢。另外「家長聊天室」一讓各家長互相交流，談天說

地，互訴心聲，既可忘記平日的煩惱和壓力，亦可廣結良朋，真是一個最好的歡樂時光呢！而令本

人最高興的是百欣家長教師會於二零零六年參加元朗區傑出團體義工比賽。在面試當天，本人、副

主席、數位委員和陶老師將家教會成立的目的，服務的對象，舉辦過的各項有益活動，未來的發展

和計劃，一一向兩位評判盡訴。我們熱誠的態度和家長教師會所舉辦的活動，真的太豐富和有義意

了！最後「冠軍」得主　　「潮陽百欣家長教師會」。這份榮譽是屬於各委員和家長義工的。你們

的努力，終於得到別人的讚賞和肯定。

　　本人特別多謝各委員對家長教師會的支持。希望來屆家教會的每個委員都能秉承「全力以赴，

做到最好」的精神為本會服務。

　　最後在此謹祝潮陽百欣小學全體師生、家長生活愉快，潮陽百欣家長教師會一年比一年進步。

財政報告

截至10/5/07為止，結餘是$88488.75

    本會於一月以學校家長義工組名義參加了元朗區傑出義工
選舉2006，經過各評審與初選入圍者面試後，本會在學校家
長教師組榮獲冠軍，本會家教會正副主席及部份委員並於二月
十日出席了「元朗區傑出義工選舉2006頒獎禮」，接受嘉許
及表揚。
    本會十分多謝各家長義工多年來默默地貢獻個人時間及精
神，在不為任何物質報酬下，為學校改進和學生的需要而提供
協助與支援，表達了對學校的愛心和關懷，本會對各位家長義
工深表謝意。

傑出義工選舉

傑出義工選舉入圍者面試留影

家教會正副主席、委員及老師在頒
獎台上領獎

榮獲傑出義工冠軍(學校家長教師
組)，各人喜上眉梢。

主席與各委員大合照



活動花絮日期 活動

10/2006 家長聊天室（一）

1/11/2006 學校揭幕禮慶祝活動

17/11/2006 家長講座（一）（在香港潮陽小學舉行）

12/2006 家教會親子旅行

12/2006 家長羽毛球班

10/2/2007 花卉義賣

3/2007 粵北山區之旅

4/2007
1.家長聊天室（二）

2.家長電腦班（4-5月）

5/2007
1.舉行「家長也敬師」活動

2.家長講座（二）（在潮陽百欣小學舉行）

6/2007 會員大會（選舉及修訂會章）

活動一覽表

    為培養和提升學生感恩的心，本會與學校公益少年團於二月十
日（家長日）舉辦「花卉義賣」籌款活動。各位家長委員在家長日
當天幫忙花卉義賣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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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既溫馨，又熱鬧啊！由於家長
及同學們踴躍捐輸，結果全部花卉及盆栽售罄，而捐款扣除成本
後，籌得$10610.40，將全數捐往「香港公益金」幫助有需要的人。

同學們認真地在感謝咭上寫上對
老師的祝福

家長們聚精會神地聆聽講者講解

跟進小組 

    為表揚教師的功勞，強化敬師的
意念，也為學生樹立一個良好的榜
樣。本會於21/5/2007—1/6/2007舉
行家長也敬師活動。
    家長和學生把貼切的感謝語及祝
福語寫在敬師咭上，或利用溫馨有趣
的「電子版敬師卡」傳送給老師，以
表敬意。

家長也敬師

花卉義賣

家長們細心地挑選鮮花送給老師

家長齊來宣傳「家長也敬師活動」

    為了配合學校全年的目標    自律，讓家長們進
一步認識子女之身心發展，從而增進對他們管教之技
巧，減輕育兒的壓力。此外，更讓家長明白心靈及精
神健康的重要，鼓勵多從正面角度解讀身邊發生的事
情，建立積極人生觀。本會與學校訓育組合辦了兩個
講座，題目分別為：如何提升孩子的自律能力及如何
建立健康家庭生活。講者分別為周婉芬博士及臨床心
理學家蔣君香小姐。他們言簡意精，利用風趣幽默的
言詞帶出重點。每次講座均超過一百位家長出席。此
外，講座後更有多次的跟進小組，家長都十分投入，
獲益良多。

潮陽家長學堂



活動花絮     本會於三月二十三日至三月二十五日舉辦「粵北山區體驗之旅」，我們前往
育苗行動英德白沙莫榮真紀念小學及育苗行動塘下立基小學，出席潮陽小學圖書
室開幕禮，與山區學童一起遊戲、上課及表演交流，我們亦會把同學捐出的愛心
手信    「一人一文具」，贈予山區有需要的學童。此外，我們分組家訪山區學
童，了解他們的生活，把關懷送上，並體驗他們艱苦的生活。
    參與粵北山區探訪的師生及家長皆深深的體會    施比受更為有福及珍惜
現在所擁有的。也讓全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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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欣同學與山區學童一起上課 百欣同學和山區學童留影

粵北山區探訪

家長羽毛球班

    本會為促進學校與家庭的聯繫及提供機會讓家長與
子女享受親子活動的樂趣，特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九日
（六）舉行「親子旅遊」，上午乘專船暢遊吐露港，暢
遊印洲塘海岸公園，繼往荔枝窩觀賞連理樹、協天宮古
廟及通心樹。午膳於吉澳享用風味海鮮餐，飯後於吉澳
參觀天后廟、姻緣樹等。家長對行程和交通膳食安排均
感滿意，能和家人放低掛慮，到平日難得一到的地方遊
覽，實在是賞心樂事呢！

家教會親子旅行

    本年度「家長聊天室」於
2006年10月27日及2007年4月27
日舉行，家長對此活動的反應非
常熱烈，兩次均有20多名家長參
加。家長除了可以在聊天室分享
教導子女的心得及討論如何協助
子女溫習外，還可以反映對學校
的意見。
    家長在「家長聊天室」裏積
極投入討論及處處顯示出對子女
的關心，讓校方深深體會這的確
是一個家長需要的聊天室！ 

家長聊天室

電腦班

家長們樂意在聊天室分享教
導子女的心得

    得到學校與家庭合作事宜委員會和本會資助，
為使家長對使用電腦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本會今年
度四月中旬舉辦了家長電腦進階班（個人網頁製
作），教授的內容非常實用。家長反應非常熱烈，
全班爆滿。學員積極投入，接近百分之七十的家長
出席率達百分之九十！ 

能在環境舒適、配置有全新
電腦的電腦室上課，學習自
然事半功倍！

看家長們多麼聚精
會神地學習！ 

林校長、家長教師會正副主席在塘
下立基小學主持潮陽小學圖書室開
幕典禮。

    本校現在有全新的禮堂
及羽毛球設施，環境舒適。
為提供更多機會給家長認識
羽毛球技術，便於與子女溝
通，同時亦能指導子女球
技，故於一月至四月期間舉
辦家長羽毛球班，由香港羽
毛球總會註冊教練教授。家
長反應相當熱烈，於課程結
束後，還自發組成羽毛球練習小組，每星期三早上回
校練習，一面切磋球技，一面促進友誼呢！

1，2，3！
與山區小學的同學大會照



    今期介紹五位資深的委員，她們擔任學校的家長義工或家教會
委員達四年或以上。在這漫長的日子，她們熱心投入學校生活，
主動幫助學校推行各項活動，是老師的好夥伴。可惜完成本屆的重
任後，由於她們的子女已經畢業，因此她們再不能擔任家教會委員
了。四年、六年、八年畢竟是一段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日子，究
竟有什麼令她們如此投入家教會的工作？本會希望透過今次的專
訪，與大家一同分享她們的心聲。
人物介紹
楊素文(以下簡稱素)：擔任家教會委員8年，同時亦擔任義工11年
張道華(以下簡稱道)：擔任家教會委員8年，同時亦擔任義工11年
陳燕珊(以下簡稱燕)：擔任家教會委員及義工8年
張  潔(以下簡稱潔)：擔任家教會委員及義工6年
尹愛霞(以下簡稱霞)：擔任家教會委員4年，同時亦擔任義工6年
為何有興趣當家教會委員及義工？
潔： 最初囡囡入讀一年級時，很擔心她不適應，為了想瞭解學校

的情況，增加與囡囡溝通的話題，於是便在囡囡小一註冊時
報名做義工。可能老師見我做義工服務時非常投入，便問我
有沒有興趣擔任家教會委員。我覺得這是一個新嘗試，於是
便答應了。

道： 第一次做義工服務是運動會，由於大兒子的班主任邀請，再
加上大兒子很喜歡學校，希望能夠和媽咪一起返學，自己亦
想多些了解學校，於是便經常到學校擔任義工，後來更成為
家教會的委員。

燕： 有兩個原因令我擔任義工及家教會委員。第一，是想加深對
學校的認識；第二，是因為囡囡很喜歡跳舞，我想多了解舞
蹈組，於是當學校有舞蹈比賽或表演時，我便協助同學梳頭
化粧。日子久了，我認識很多志趣相投的朋友，大家都非常
投入義工及委員的工作。

霞： 囡囡入讀小一，我想了解她的學校生活，亦想知道囡囡是否
適應小一的生活，因此便報名做義工。後來張潔邀請我加入
家教會委員會，由於好奇心的驅使，想了解家教會的運作，
於是便答應參選。

素： 我每天都帶兒子返學及放學。有一天等兒子放學時，與林
校長閒聊，她邀請我到學校當義工，於是便開始了我的義
工服務。後來小兒的班主任邀請我加入家教會委員會，經
過競選後便成為家教會委員。時光匆匆，今年已經第八年
擔任委員了。

在家教會眾多活動中，哪些活動最難忘？
道：「粵北山區之旅」是我最難忘的活動。透過這次的探訪，使我和

兒子親身體驗山區兒童的生活情況，認識到山區學校的資源如
此缺乏，明白自己已身在福中不知福。

燕： 我和女兒總共參加了兩屆的山區探訪，因為囡囡和我都覺得
這是最有意義、最難得的一個寶貴經驗。

潔： 我認為最有意義的活動是花卉義賣。每年我和女兒一起包
花、賣花，既可籌款，又令老師開心。當我看到老師們拿着一
束束漂亮的花時，心裏便有着一股滿足感。

霞： 最難忘是開放日當天，我們的攤位    美女廚房。我們家教
會委員泡製了一些美味可口的食物，轉瞬間便被家長和學生
買光。此次活動既可籌款，又可以大展我們的廚藝，真是賞
心樂事。

素： 我認為「新校清潔大行動」最難忘，05年8月下旬我們一群
委員及家長義工協助新校舍進行清潔，就好像替初生嬰兒洗
澡。那種滿足感實非筆墨可形容的。

擔任家教會委員或義工後，你有什麼得着?
潔： 現在我更加了解學校各方面的運作，認識更多的朋友。
霞： 這幾年來，我認識很多朋友，應該說是一班理念相同、志同

道合的好朋友，擴闊生活圈子，擴闊自己的眼界。此外，更
能了解學校的運作，更清晰學校政策的施行。

燕： 除了認識朋友、認識學校外，亦能增加自己的知識。我一直
都在圖書館當義工，漸漸對圖書館的知識越來越有興趣。現
在我想進修一些關於圖書館的課程，例如：圖書館分類法。

道： 成為委員後，與其他人接觸的機會增加，我發覺與別人的關
係越來越融洽。此外，由於學校給予我們委員很多參與活動
機會，在這幾年，我得到不少難能可貴的經驗，例如擔任家
教會委員就職典禮的司儀，這些寶貴的經驗及嘗試，令我增
強自信心。至於參加由家教會舉辦的講座，改善了我自己管
教子女的方法。最後，我與老師的關係更親密了，與他們亦
師亦友。

素： 擔任了家教會委員及義工後，我覺得自己成熟了，學懂為別
人着想，關心其他的小朋友。這些日子，我參加了很多有意
義的工作，同時亦有很多新嘗試，擴闊我的視野，增強我的
自信。記得在早期委員會開會時，我很怕與其他人說話，現
在我的膽子大了，甚至可以與陌生人交談，這真是一個意外
的收獲。

道： 還有，參加了家教會委員的工作後，我覺得三個兒子比以前
乖巧和開心了，因為他們覺得我很關心他們。此外，我經常
到學校做義工，很快便知道學校發生的事情，因此與兒子們
的話題增加，溝通亦多了。

潔： 你說得對，由於我們經常到學校，女兒在學校會更守規。
素： 我也認同。由於我們與老師有緊密的聯繫，子女會更自律。

另外子女會感得驕傲，因為他們有個很「本事」的媽媽，除
了照顧自己外，又會照顧其他小朋友。

霞： 總括來說，在這幾年的家教會工作中無論是擔任委員或義
工，我們確實有很多的得着。

專題：資深委員專訪

家教會正副主席與部份資深委員合照

由左起：副主席、陳燕珊、張潔、主席、尹愛霞、張道華

委員心聲迴響
譚澤恩老師

    不知不覺加入家教會已經有六個年頭了，由潮陽小
學上下午校，到現在的潮陽和百欣兩間姊妹校，家教會
的成員們都依然是合作無間。能夠在這個充滿溫馨和愛
心的大家庭中服務，真是既開心又有意義。每年的親子
旅行和親子遊戲，都是我們和家長合作和分享的大好機
會，山區探訪更是充滿意義的體驗之旅，令我感受良
多。希望在未來日子裏，能夠繼續為會務出一分力。

林茜真女士
    我在參與一次賣花籌款的
活動中，看到各委員的積極態
度和無私奉獻的精神，真使我
十分感動。

陸文娟女士
    參加家教會兩年，感受到大
家的付出。各位委員齊心協力參
與所有討論、策劃、活動和檢討
等。當然我們也會分享教導子女
的經驗呢！

陶群眷老師
    時光飛逝，當了家長教副主席快十年
了，打從心底裏只想說「感謝」，多謝一群
默默為學校付出的家長委員及家長義工，你
們對學校的投入，無私的奉獻，伴著潮陽及
百欣的孩子成長，和我們一同面對困難，分
享歡欣，迎接挑戰…… 
    願主耶穌厚厚賜福與你和你們的家人！

曾潔玉老師
    能加入家教會，是一個很好
的經驗，可與家長近距離接觸，
讓家長更明白學校的運作，促進
家校合作，使學校的活動更能順
利推行，透過家教會的工作，也
讓我個人得以成長。

鍾美好女士
    轉眼間，擔任家教會委員差
不多兩年了，印象最深刻是傑出
義工選舉，心情既興奮又緊張，
幸好得到隊友的支持與鼓勵，終
於完成這項比賽，很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