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長教師會會訊

    潮陽百欣小學家長教師會奪得「2009年

元朗區傑出義工選舉」團體成人組季軍。

日期 活動 參與人數／活動情況

2009年9月11日
第二屆會員大會
（選舉第三屆家長教師會及修訂會章）

約100人出席

2009年9月29日 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選舉
由陸燕萍女士及馮玉玲女士當
選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

2009年10月23日 家長聊天室（一）「九型人格」 約30人出席

2009年11月27日 家長講座「如何提升子女的學習效能」 約200人

2009年12月18日 聖誕聯歡會暨第三屆委員就職禮 延開38席，參加者多達456人。

2009年12月20日 五周年校慶攤位及小食義賣 共籌得善款：$3900

2010年1月15日 家長義工燒烤 約100人出席

2010年2月7日 花卉義賣 共籌得善款：$7000

2010年3月11日 家教會親子遊戲 共36個家庭參加

2010年3月13日 元朗區傑出義工選舉  本會奪得「成人團體組」季軍

2010年3月27、28日 傑出義工廣州考察之旅 本會出席義工共3人

2010年3月至5月 親子羽毛球班 共8個家庭參加

2010年4月 迪士尼賞義計劃 40位家長義工及子女出席

2010年4月25日 家教會親子旅行 超過200人出席

2010年4月至5月 家長電腦班 共23人參加

2010年5月2日 和諧共融音樂會 約50人出席

2010年5月 「家長也敬師」 共送出超過1200張敬師卡

2010年5月28日 家長聊天室（二）「培養自律好孩子」 約30人出席

2010年6月6日
五周年校慶「潮陽百欣展繽紛 才藝比
拼樂滿FUN」攤位遊戲

本會委員負責主持攤位
「綠色生活齊選『擲』」

校址：元朗天水圍天華路55號  電話：2445 1666  傳真：2448 7866  網址：http://www.cypy.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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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7/5/10為止，結餘是$90034.69

財務報告

喜   訊

主 席 的 話

    潮陽百欣小學家長教師會顧問葉妙華

女士於香港家長協進會主辦的第一屆「香

港十大傑出家長選舉」中奪得「優秀家長

教師會領袖獎」。

    出任主席一職至今，不經不覺已近一個學年。即使已有兩年擔任家教會委員的經驗，但一開始處
理家教會的事務時，還是感到有點吃力。既怕工作做得不完善，又怕辜負大家的期望。幸得家教會顧
問葉妙華女士、林碧珠校長及各位老師和家長委員的意見、提點及支持，使會務能順利推行。
    一如以往，今年家教會籌辦了許多大型活動，包括第三屆百欣家長教師會委員就職典禮暨聖誕聯
歡會晚宴、五周年校慶啟動禮暨開放日、陸運會親子遊戲、親子羽毛球班、家長電腦班、家長聊天
室、親子講座、親子旅行燒烤同樂日、五周年校慶百欣才藝嘉年華等。這些活動能夠取得成功，實在
有賴各位委員的通力合作，各位會員的踴躍參加，還有一班熱心的家長義工在百忙中抽空協助，本人
在此向各位致以衷心的謝意。
    本會成立至今，一直致力推動家校合作，熱心為學校及社區服務。本會於本年度榮獲「2009年元朗區傑出義工
選舉」團體成人組季軍，部份委員獲邀請出席三月底舉行的廣州交流活動，與其他傑出義工一同考察，交流心得。本
會亦獲學校推薦參加「廸士尼賞義工計劃」，獎勵積極參與義工服務的家長及同學遊覽迪士尼樂園。本會前任兩屆主
席葉妙華顧問在卸任後仍積極參與會務，給予寶貴的意見，對本會的付出實在是有目共睹的。葉妙華顧問更在香港家
長協進會主辦的第一屆「香港十大傑出家長選舉」中獲頒發「優秀家長教師會領袖獎」，謹此祝賀葉妙華顧問獲此殊
榮。
    最後，本人謹此對所有過去一年支持本會活動的會員和義工致以衷心的謝意，期望各位會員繼續積極支持本會，
令會務發展更蒸蒸日上！

陸燕萍女士

二零一零年六月



活動名稱：「潮陽百欣小學法團校董會」2009-
2010年度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
選舉

舉行日期：2009年9月29日
活動介紹：本年度之「潮
陽百欣小學法團校董會」
2009-2010年度家長校董及
替代家長校董選舉已於二零
零九年九月二十九日順利
完成，當天投票人數為326
人，「3」號候選人陸燕萍
女士共得177票，當選潮陽
百欣小學法團校董會2009-
2010年度家長校董；「2」
號候選人馮玉玲女士共得97票，當選潮陽百欣小學法團校董會
2009-2010年度替代家長校董。

活動名稱：家長義工燒烤活動
舉行日期：2010年1月15日 
活動介紹：為答謝於上學期參與家長義工的家
長，學校及家長教師會舉辦是次燒烤活動，當
天參與的家長及學生超過一百人，氣氛非常熱
鬧，大家都歡度了一個愉快的下午。當天，得
到了林校長及校董會贊助燒烤費用，亦得到了
家長教師會顧問葉妙華女士、主席陸燕萍女
士、副主席朱百明、胡伯能老師及陳慧貞老師
贊助抽獎禮物，大家都滿載而歸呢！

活動名稱：花卉義賣 
舉行日期：2010年2月7日
活動介紹：本會於家長日那天舉行
了「花卉義賣」。當天，學生及
家長為表示對老師悉心教導之恩，
都紛紛踴躍購買鮮花或盆栽送贈給
老師，場面十分溫馨。當天「花卉
義賣」總共籌得$7000，全數捐與
「香港公益金」作慈善用途。

活動名稱：親子羽毛球班
舉行日期：2010年3月至5月
活動介紹：今年的親子羽毛球班於三月至五月期間舉辦。今
年我們邀請到資深導師陳錦英女士任教，這次的羽毛球班有
別於以前舉辦的類型，由於能夠讓家長和子女一同參與，因
此家長和子女於上課中能大大增進感情。而陳教練的教學深
入淺出，使一眾學員的球技都能有所進步。

活動名稱：迪士尼賞義工計劃
舉辦日期：2010年４月
活動介紹：為了鼓勵各委員及
義工的無私付出，本會特別參
加了由元朗大會堂主辦的廸士
尼賞義工計劃，經評審後獲贈
40張迪士尼樂園門券，各委
員義工能夠在樂園歡度一個愉
快的假期，促進彼此感情，對
日後的合作又添一份信心。

家長義工燒烤活動大合照

獎品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你看得獎者多開心！

大家圍在一起燒烤，真高興！

家長們踴躍出席家長聊天室，

一起分享教導子女的心得。

陸燕萍女士當選為家長校董

大合照

老師們都熱烈支持家教會

的活動，齊齊來燒呢！

大家都用心練習，看見家長

和子女打成一片，真溫馨！ 家長及子女一同打羽毛球，強身健體！

迪士尼賞義計劃的得獎義工與子女玩

得多開心！

活動名稱：親子旅行
舉行日期：2010年4月25日 
活動介紹：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五日（星期日）當天，家長教師會舉行本年度的「親子
旅行」，當天共有超過200位家長、學生及老師參與，盛況空前。今年我們的旅行日安
排於錦田鄉村俱樂部舉行，那裡有多項康樂設施，包括兔仔樂園，有機農場，兒童樂園
和大型燒烤場等等。
    我們到達俱樂部後，隨即有該園的嚮導帶領我們參觀場內設施，不少家長已急不及
待去自費採摘園內果物，包括體型嬌小的番茄，甜美可口的士多啤梨等。而小朋友亦玩
得不亦樂乎，因為園內有不少球類租借，即使他們玩得大汗淋漓，但也毫不介意，因為
能夠和一班好朋友一同遊玩， 就是小朋友們最愉快的時光呢！
    午膳時間我們於大型燒烤場享用午餐，雖然當日氣溫稍高，但無損大家盡情吃喝的
雅興。吃喝的同時，我們更進行抽獎活動，家長教師會及本會顧問分別捐贈禮物，大家
都懷著緊張心情，期待自己的抽獎券號碼會被唱讀出來！今次參加的團友們都大豐收，
除了獲得抽獎禮物外，大家還選購了不少有機蔬菜回家享用呢！

同學們網到了魚兒，多興奮！

活動名稱：家教會親子遊戲
舉行日期：2010年3月11日
活動介紹：潮陽百欣小學與香港潮陽小學合辦之第五屆聯校運動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一日
（星期四）假天水圍運動場順利舉行。當天舉行的「家教會親子遊戲」共進行了三個親子遊
戲：同心合力顯幹勁、步步為營、勇往直前。當天比賽十分緊張刺激，充分考驗了家長與子
女的體能及合作性。

「勇往直前」接過接力棒後，

兒子便往前直飛終點去！

「同心合力顯幹勁」，那個家

庭最合拍，便勝利在望了！

大抽獎的時間到了，你看

那些幸運兒多開心！

活動名稱：家長聊天室
舉行日期：2009年10月23日及2010年5月28日
活動介紹：本會於本年度共舉辦了兩次「家長聊天室」，主題
分別為「九型人格」及「培養自律好孩子」。家長的反應熱
烈，每次均有三十多位家長及老師參加，各位參加者可以透過
家長聊天室認識不同的家長，彼此交流管教子心得，亦可加深
對學校及家教會的瞭解。學校輔導人員凌姑娘向各位家長提供
了不少寶貴的資料，讓家長如何了解子女的性格特質，以及怎
樣培養子女的自律習慣，讓家庭之間增進了解，促進良好及和
諧的家庭關係。

「步步為營」考家

長與子女的默契！

委員們努力售賣鮮花及盆栽，

家長們都踴躍支持！

活 動 花 絮



活動名稱：「五周年校慶」潮陽
百欣展繽紛  才藝比
拼樂滿FUN攤位遊戲

舉辦日期：2010年6月6日
活動介紹：家長教師會於2010年6月6日

學校之「五周年校慶」潮陽百欣展繽紛      

才藝比拼樂滿FUN攤位遊戲中，設計了一

個名為「綠色生活齊選『擲』」的攤位，

這攤位能帶出綠色生活的訊息，當天更大

受歡迎呢！

活動名稱：「五周年校慶」
義賣小食及攤位
活動

舉辦日期：09年12月20日
活動介紹：為了慶祝學校五周年校
慶，本會於09年12月20日那天舉辦
了「小食義賣」及「攤位遊戲」。
當天在各委員同心協力的幫助下，
加上同學及家長踴躍捐輸，義賣成
績非常理想，合共籌得善款$3900，
而所得善款扣除開支後全數捐出，
幫助山區的學童。

活動名稱：潮陽百欣小學家長教師會第三屆委員就職典禮暨聖誕聯
歡聚餐

舉行日期：2009年12月18日
活動介紹：本會第三屆委員就職典禮暨聖誕聯歡聚餐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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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梁志

祥M.H.太平紳士、元朗區議員蕭浪鳴先生、教育局家校合作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楊景

輝先生、香港潮陽小學校監陳熹博士B.B.S.太平紳士、潮陽百欣小學校監蔡衍濤先生

M.H.蒞臨主禮。當晚筵開三十八席，家長、老師及學生聚首一堂，大家一起共渡歡樂

時光。當晚節目豐富，設有遊戲、抽獎及「卡啦OK」……晚宴結束前，每位來賓都獲

贈一份聖誕禮物，大家都帶著愉快又滿足的心情回家。

活動名稱：傑出義工廣州考察之旅

活動介紹：本會在元朗區傑出義工選舉中獲選為團

體組季軍後，有三名義工獲邀出席3月份在廣州的

國內義工交流活動，體驗不同地區的義工工作，加

強發展本會的服務，希望未來的日子本會可以為更

多有需要的人士作出貢獻。

家長們踴躍出席家長聊天室，

一起分享教導子女的心得。

本屆主席陸燕萍女士向元朗區區議會

主席梁志祥先生M.H送上紀念品。

本屆主席陸燕萍女士為元朗區

議員蕭浪鳴先生送上紀念品。

本屆主席陸燕萍女士向蔡

衍濤校監送上紀念品。

葉潔玲委員與廣州長者一同合照。

各位第三屆委員與嘉賓一同拍照留念。

本校義工與其他義工一同到廣州作

服務，施比授，真的更覺幸福呢！

各委員到電視台讀出家長的敬師卡，老師們都很感動！

蔡衍濤
校監與

大抽獎
的幸運

兒合照
。

66校慶嘉年華：家教會的委員

主持「健康生活齊選擲」攤位。

活動名稱：潮陽家長學堂
舉辦日期：2009年11月27日
活動介紹：為使家長認識有效培養孩子學習的方
法及解決子女的學習困難，本會及香港潮陽小學
與信義會於2009年11月27日合辦家長講座，題目
為「如何提升子女學習效能」。講座後更有由信
義會所負責的跟進小組，希望能幫助各位家長的
需要。講者馬彥文先生言簡意賅，言詞風趣，令
與會的家長十分投入，獲益良多。

大家一同支持「全港校園關愛

大行動」的和諧共融音樂會

電腦室環境舒適，設備齊全，學習自然事半功倍！

活動名稱：第二屆會員大會

活動介紹：本會第二屆會員大會已於2009年9月11日舉行，
當天共有72位會員出席，並參與修訂會章及見證第三屆委員
的誕生。當天即時點算第三屆家長教師會委員選舉選票，結
果為418票信任票、14票不信任票及11票廢票，信任票多於
不信任票，選票並由第二屆主席葉妙華女士及林碧珠校長確
認，故即時宣佈第三屆各候選委員當選及即時展開為期兩年
的任期。會後各委員於互選中選出第三屆主席及副主席，結
果由陸燕萍女士當選主席，朱百明先生當選為副主席。第三
屆家教會委員會秉承以往積極投入、樂於溝通的態度，繼續
為各會員服務，致力舉辦各類型文娛康樂活動，希望各位家
長繼續支持本會的工作。

家長委員主持的小食義賣

攤位，為山區學童籌款。

6校慶嘉年華：蔡衍濤校監都

來參加家教會的攤位呢！
2月20日校慶：家長委員齊心合

力炮製美食，大受歡迎！

第二屆會員大會：第三屆委員在當選後一同拍照留念

講者馬彥文先生以輕鬆的手法，

分享培養孩子學習的心得。

活動名稱：家長電腦班
舉辦日期：2010年4月至5月
活動介紹：由於得到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的資助，本年度本會能以優惠的學費舉辦
家長電腦班。在2010年4月至5月，本會
舉辦了內容為＜與孩子善用互聯網＞的家
長電腦班，家長們努力不懈的學習精神，
真是孩子們的好榜樣！

活動名稱：和諧共融音樂會

活動介紹：2010年4月14日，我國青海
省發生了一場可怕的7.1級大地震。在
瞬息間，熱鬧的城鎮被移為平地，無數
的同胞失去家園、失去了摯親。本會特
於5月2日參加了由伙伴教育基金主辦的
和諧共融音樂會，當天約有30位家長及
學生出席，以行動支持這批生命鬥士，
以樂觀的態度迎接未來。

活動名稱：家長也敬師
舉辦日期：2010年5月
活動介紹：為了表揚老師的辛勞，任重而道遠的工
作。本會於五月份舉行了「家長也敬師」活動。此活
動特意答謝老師有教無類的精神，對學生循循善誘的
高尚情操。家長及學生可透過寫敬師卡及電子賀卡向
老師表達不盡的心意及無限的感謝。當各位老師看着
各位家長的敬師卡時，都發出會心微笑呢！

舉行日期：2010年3月27、28日

舉辦日期：2010年5月2日

舉辦日期：2009年9月29日



    轉眼間，我加入潮陽百欣小學家長教師會這個大家庭已是第三
年了。今年我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擔任副主席一職，面對比較陌
生的工作，尤其今年需要籌辦委員的就職典禮，壓力著實不少，
幸好得到各位委員通力合作，互助互諒，總算努力沒有白費。而
家長教師會在元朗區傑出義工選舉中得到團體組季軍，這份榮譽
亦肯定了我們的工作是受社會認同的！期望未來日子，會務能踏
入另一個更高的里程。

副主席 胡伯能老師

    新一屆家教會已經成立了，也補充了一批同樣熱心校務的新
委員。希望在未來的兩年，大家合作愉快，把家教會的事務發展
得更理想。

副主席 朱百明先生

    潮陽百欣小學家長教師會成立至今已踏入第五年了，得到前
兩屆的委員攜手合作，學校與家長已建立合作的橋樑，會務亦愈
趨成熟。本會本年度舉辦了不同的活動，讓會員之間建立了寶貴
的友誼，而各家教會委員無私地為學校、為學生服務，令我十分
感激！期盼各位能繼續支持家長教師會！

委員 陳慧貞老師

    本人很高興加入了家長教師會成為委員之一。在這一年與每
位家長委員的合作中，我深深感受到家長委員的熱誠與無私的奉
獻，十分感謝每位家長委員，期望來年大家繼續合作愉快！

委員 郭美梅老師

    今年是我第一年進入潮陽百欣小學工作，有幸能成為家教會
的一份子，感到十分光榮。參與其中，我感受到家長們的熱情和
對學校的愛戴。希望日後能繼續為家教會盡一分力，培養更和諧
的家校關係。

委員 陳晞廸老師

    一年光景瞬間過去，眼看家教會這道連接家庭與學校的橋樑
日趨堅固，家校合作更見成熟，身為一份子，我實在感到欣喜與
動容！

委員 陳美容老師

    本年度有幸來到潮陽百欣小學的大家庭，並與各位默默耕耘
的老師和重視子女學業的家長委員一道，羣策羣力，共同為潮陽
百欣小學的莘莘學子而努力，本人深感榮幸！與家長的溝通和合
作中，深深體會到潮陽百欣小學家校合作的精神，實在令人鼓舞
和振奮。我相信，潮陽百欣小學的家長和老師，彼此所做的一切
都是為學生，為學生的一切，為一切的學生！

                                                       委員 李亮陞老師

    不知不覺擔任家教會委員已經三年了，成為家教會的一份
子，使我的生活變得更充實。今年，家教會更獲得元朗區傑出
家長義工的獎項，這個獎項不但見證了各委員的努力和對工作
的熱誠，同時給予我們很大的鼓勵，使我們更有信心做好未來
的工作。

委員 王紅燕女士

    時光飛逝，本人成為家教會委員已是第三年了。在過去的一
年中，我參與家教會多次的活動，每次都樂在其中。最深刻和興
奮的，就是我們代表參加的「元朗區傑出義工選舉」獲得成人團
體組季軍，並有幸與兩位委員一同到廣州作交流，深深體會到可
以為人付出是一種恩賜。希望往後的日子，有機會為本會作出更
大的貢獻。

委員 葉潔玲女士

    我在家教會裏，可以了解到很多學校的事情。當家長有問題時，他們
會主動和我們聯絡。我們會與學校溝通，為家長解決問題，能夠跟家長一
起分享成果，見證學生成長，真是一件樂事！

委員 甘詠雯女士

    回想剛成為潮陽百欣小學家長教師會的成員時，我具有一種陌生的感
覺。但在短短的幾個月中，與各位委員從相識、相處、共事，一路走來，
我深深體會到這個家庭的每一位成員都非常團結、熱誠、互助、包容，都
勞心勞力地推展會務，令我十分感動！有幸成為這個團隊的一份子，我將
十分樂意日後與各位委員攜手合作，盡自己的一點綿力，把家教會的工作
做得更好。

委員 王向榮女士

    轉眼間就到了學期末，在家教會任內這一年，參與了學校許多的活
動，明白到老師工作繁多。然而，各位老師仍不辭勞苦的教導學生，而且
看見自己的孩子快樂地成長，不斷的改變及進步，我感到十分欣慰。本人
在此衷心感謝每一位誨人不倦的老師。

委員 蘇小萍女士

    百欣家教會是一個多姿多彩的家校組織，給家長們帶來不同的課程及
活動，讓家長們更加明白如何給子女更有效的親子時光，我很高興能參予
百欣家教會。

委員 雷展翔先生

    加入家長教師會不知不覺已經五個年頭了，在這五年間，我不但和老
師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還了解學校運作和宗旨。家教會每年為學生和家長
舉辦很多有意義的活動，令我最深刻的是探訪山區，希望各位繼續支持本
會的活動吧！

委員 蘇佩嬋女士

    我加入家教會已有一年了，感受到學校與家長之間的密切關係，增加
了溝通，對學生的成長亦有一番體會。看見老師們的努力，深深感動。我
希望能盡自己的能力，有時間可以為家教會出一份綿力。

委員 薜麗琼女士

    希望百欣全校師生的校園生活愉快，百欣家長教師會朝氣勃勃，各委
員更加團結，齊心合力促進學校、家長、學生之間的融洽關係。

顧問 葉妙華女士

    不經不覺，加入家長教師會已有一段日子，了解老師們都是盡心盡力
地教導學生，本人在此要各各位老師表達衷心的謝意。在擔任委員這些日
子裏，我可以把平日與家長的意見向學校轉達，為家長解決問題，感到十
分高興呢！

委員 陳偉娟女士

    本人擔任家教會的委員已踏入第三屆了，認識了一群為了學校和學生
而盡心盡力的老師和家長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亦感受到學校辦學的熱
誠。我衷心希望各位家長能支持家教會的活動，與本人一同分享活動中所
帶來的歡樂吧！

委員 張國禎女士

委 員 心 聲

    時間飛逝，我成為家教會委員已兩年多了，很高興可以為大家服
務！期望明年家教會的工作更順利，本人能夠繼續為大家服務。祝大家
開開心心！

委員 林少兒女士

家校活動齊響應，
教導學生有妙法，
會友相聚共相討，
深深感受愛與施，
聲望會社傳萬家。

委員 徐敏玲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