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高興能參加家長教師會，家教會豐
富多彩的活動，讓我們家庭有頗多的收穫。
  首先，家教會拉近了家長與學校的距
離，我很驕傲能為學校付出一分力，增強
孩子對學校的歸屬感和對社會的責任感。
  其次，家教會的活動，增進了家長、
老師和學生間的交流與互動，令我們獲得
了友情和快樂。
  我樂意將這一年的收獲與其他家長分
享，令更多家長更了解和參與家教會，讓
潮陽百欣小學家教會辦得越來越好！

委員：劉繼紅女士

家長委員心聲

潮陽百欣小學
家長教師會會訊 二零一四年七月

第九期

財務報告

截至 24/5/2014為止，結餘是 $112,594.94

2013-2014年度活動一覽表
日期 活動 參與人數／活動情況

2013年 9月 25日 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選舉 由張麗儀女士當選家長校董

2013年 10月至 11月 家長聊天室（一）   以「DISC」
行為模式發掘子女的潛能

約 20人出席

2014年 2月 22日 粵北山區籌款活動 共籌得善款：$12488

2014年 3月 5日 陸運會親子遊戲 共 40個家庭參加

2014年 3月 16日 家教會親子旅行 超過二百人參加

2014年 3月 22日 元朗區傑出義工選舉頒獎禮 獲得成人團體組優異獎

2014年 3月 28日 家長講座「教出好孩子」 約 200人出席

2014年 4月 4日 「學習實踐管教孩子的方法」工作坊 約 20人出席

2014年 4月 16日 家長義工聯歡燒烤晚會 約 200人出席

2014年 5月 家長手工藝班 有 10位家長參加

2014年 5月至 6月 「家長也敬師」 共送出約 1000張敬師卡

2014年 6月 13日 家長聊天室（二）
「孩子需要。『理』」

約 30人老師及家長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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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的話

喜訊
    本會榮獲由元朗區推廣義工服務協調委員會主辦的「元朗區傑出義工選舉」成人團體組優異獎。

  時光飛逝，我成為潮陽百欣小學家長已有
八年的時間。還記得兩個女兒在揀選升小學的

時候，她們不約而同地選了在「百欣」度過小

學階段。不知道是上天的有意安排，還是她倆

獨具慧眼，「百欣」不僅為她們帶來學習知識

和快樂的校園生活，更重要的是為她們建立自

信和發展所長的機會，讓我心中有如放下千斤

重石一樣，輕鬆自在！

  自三年前加入潮陽百欣家長教師會開始，
我的家長身份有了上些轉變。我從過去只懂照

顧女兒返放學和料理家庭的日常起居事務外，

漸漸地開始參與學校義務工作和各種校內活動，

從中認識了不同的家長，也了解到學校如何為

學生的成長而盡心竭力地默默耕耘，令我深受

感動，這促使我更努力配合學校需要，動手參

與義工行列，在推動會務之餘，積極參與校內

外不同活動。我猶如尋找到人生另一個方向，

服務學校之餘，也付出少少的力量貢獻社區。

  這個學年，我得到各位家長、家教會委員、
校長和老師的厚愛，擔任第五屆家長教師會主

席。此外，更得到家長的信任，投票選出本人

出任潮陽百欣小學家長校董，我定當竭盡所能，

為「百欣」孩子而努力，答謝大家對我的托付。

  本年度在校長、老師和各位新舊委員的鼎
力支持下，各項活動得以順利完成，當中偶有

挑戰，幸得到大家同心協力，所有問題都能迎

刃而解，能和各委員和義工們合作，實在是我

的福氣。

  在未來的日子裏，家長教師會的各項活動
仍需要各位大力支持，期望各位家長踴躍參與，

為本會注入新動力。

  最後，本人再次多謝林校長、全校老師、
各位委員、各位家長和同學的信任和支持。大

家如有任何意見，懇請與我或委員聯絡，我們

定必盡心盡力，做到最好。

  祝願潮陽百欣小學全體師生和家長身體健
康、生活愉快、幸福滿溢！

第五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張麗儀

  時光飛逝，一晃已加入家教會七年了，哥哥凱
智已升中一，弟弟凱寧也開始為升中作準備了。兩
個孩子在「百欣」度過了快樂的童年。家教會好像
一個大家庭，親子旅行，聖誕聯歡，家長學堂等活
動都使我回味無窮。在家教會的大家庭裏，大家合
作無間，在歷屆主席帶領下，大家都發揮了團體精
神。看著家長們無私地奉獻，也令我義不容辭地盡
力為學校服務，在此代表兩個孩子向家長姨姨，老
師們說聲：「謝謝」！   

委員：陳遠芳女士

     感謝在過去一年裏，我從參
與家教會的工作和活動中，讓我
擴闊視野和增加生活體驗。尤其
是參加家長聊天室，我學會在不
同情況下，如何與子女保持良
好的溝通，增強親子間的感情。

委員：李燕芳女士

  今年家長教師會比往年多了很多新面孔。我看
見新舊委員通力合作，投入各項活動。雖然一個人
的力量有限，但大家團結起來的話，凡事都可以做
到盡善盡美，而最重要是有校長和老師的支持，體
現到「家校合作」的精神！
  最後，我感謝主席為每一個活動付出的心力，
辛苦妳了！

委員：彭思敏女士

  大家好！我是二年級的家長，不知不覺間孩子
在百欣已近兩年了。老師們像媽媽一般慈愛，每天
辛勤地教導孩子們，我衷心感謝他們。
  本人榮幸地獲選為家教會委員，能夠為學校服
務，提高教育質素，最終目標就是建設良好的環境
讓子女健康地學習。除了在學校服務外，更有機會
為社會服務，幫助社區。
  我能夠和各位委員、校長和老師肩負家教會的
事務，讓我更了解學校運作，也讓我認識了一班要
好的家長，大家交流教子心得，使我獲益良多。
  最後，我感謝校長和老師對學校的付出，給我
們子女一個優良的學習環境。希望學校越辦越好，
培養更多優秀的人材。

委員：馮麗萍女士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已是我在家長教師會連續服
務的第八年，與我合作過的四屆委員人數雖多，但他
們有著一個共通點，就是絕不計較，絕不吝嗇地為學
校及社區出力，這份任勞任怨的服務精神，實在深深
地影響著我，今後我會繼續努力，務求擴闊百欣的家
長教師會的服務範疇，達成『家、社、校』合作的概念。

  副主席：胡伯能老師

  今年已是我第三年擔任家教會的委員，因此對當中的運
作已非常熟悉，與家長亦合作無間。家長義工的協助，對學
校來說真的很重要。在這三年間，我看到家長們無私的付出，
不論是校內或校外的活動，他們都積極參與。希望在未來的
日子裏，家教會能繼續擔當橋樑的角色，讓我及各位老師能
與家長建立更好的伙伴關係。

 委員：阮惠敏老師

  在過去短短的數月間，我有幸能作為教師代表加入家
教會。從計劃、籌備到參與不同活動，種種的經歷都拓展
了我的視野。身在文書一職，在記錄每次會議要點的同時，
看到家長和教師之間和樂融融的交流，每位家長均是踴躍
支持和積極參與；在活動中，她們無私的精神、盡心盡力
的付出，實是令人撫掌擊節 !由此，我深切地感受到一所
學校所連繫的不僅僅是老師與學生，更甚是家庭與學校 !

   委員：梁藝霏老師

  今年是我加入百欣家教會的第一
年，很榮幸可以成為百欣家教會的一
份子。在這一年中參與各項活動，深
深體會到家長和老師們攜手合作、全
力投入的團體精神。各委員的目標也
是一致，讓我們繼續努力。感謝大家！

委員：黃筠玲老師

  經過三年跟家長共事，感到他們是一班充滿活力、
真心、真誠的為學生及學校服務，他們無私奉獻的熱誠
深深感染着我。尤其是他們參與學校不同的活動前後，
所付出的時間和用心，令我深刻體會到各位家長的活力
和熱心服務的精神。在未來的日子，我希望繼續與一眾
家長通力合作，為學校及社區服務。

  委員：袁旭曦老師

  轉瞬間，潮陽百欣小學家長教師會已
是第五屆了。在各位委員努力籌劃活動
下，參與的家長反應熱烈，這實在是有賴
各位的無私奉獻、不辭勞苦的推動會務。
同時，你們是學校的龐大支援隊伍，給
予我們無比的動力，我衷心的多謝各位！

 委員：楊慧玲老師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我的兒子在百欣已兩
年了，由於我是家教會委員，使我與校長、老師
和家長之間建立溝通機會，互相分享。我透過會
議和活動，了解到學校的運作，也體驗到學校與
家長有良好的溝通，對子女的成長是重要的，這
樣更推動我更積極投入這份有意義的工作。在未
來一年，我希望家教會每位委員能夠發揮家長的
動力，也希望家長能夠繼續支持會務，好讓這個
大家庭能達到維繫家長、老師和同學之間的互動，
培育子女健康成長。

委員：黃金好女士

  轉眼間加入家長教師會已有
一個年頭，在這期間認識了不少
家長，可以互相交流教導子女的
心得，也與老師建立了信任，對
學校的運作和辦學宗旨也加深了
認識。我有幸能參與家教會舉辦
不同的活動，可以分享不同的經
歷。在此，我感謝老師對我們子
女循循善誘的教導。展望來年，
我希望透過與學校的溝通和合
作，可以培育優秀的下一代。

委員：林慧婷女士

  不知不覺，我成為
家教會委員已經差不多
一年了。讓我有機會更
了解學校的運作、體會
老師們的辛勞。我在此
多謝各位老師和家長義
工的無私奉獻。

委員：秦英蘭女士

  當初回校幫手做義工是因為女兒覺得我整天在家閒著沒有
事做，經常叫我回校做義工，為了哄女兒開心我嘗試回校了。
當女兒在學校看見我後，即興奮地對同學說「那是我媽媽」時，
我開始有動力了。
    在家教會其他家長的幫助下，我很快融入了這個大家庭。
由於自己參加不少活動，令我了解到學校的運作方式，因此對
學校多了支持與理解，並且藉著家教會這個平台與其他家長交
換了不少和子女相處的心得與技巧，而學校也體貼的為我們義
工安排了不少的親子活動。
    自從參與義工活動後，我與女兒多了很多共同話題，女兒
不再覺得媽媽很空閒，而我也覺得生活充實了許多。這些都是
加入家教會的收穫，這對我來說正是「付出少少，收穫多多」。         

委員：黎 荣女士

老師委員心聲

  自從我加入潮陽百欣小學家
教會這個大家庭後，我參與了學
校很多大型活動，從活動中可以
看出老師們的無私付出，義工們
的盡心盡力，加上同學們的配合，
彼此合作，使活動完美地完成。
  小兒能入讀這所學校，我感
到很幸運呢！

委員：胥建清女士

  今年是我第一年加入家長教師
會。我透過親身參與學校不同的活
動，使我更了解到老師們的辛勞和
努力，也讓我認識了很多朋友，令
生活倍添樂趣。

委員：梁慧萍女士

  學校與家庭對子女的成長有深遠的影響。家
教會為家長和學校成為溝通的橋樑，透過緊密的
家校聯繫和合作，有效地關顧學生的成長。回想
過去一年，我從參與學校的活動中，深深感受到
學校辦學的熱誠。在不同的活動中，有賴各位家
長義工的參與和支持。在新學年，我和各委員會
繼續努力與學校緊密合作，讓同學感受到學校和
家庭的氣氛都是開心和諧的。我們朝著這個目標
邁進，為我們所愛的孩子締造更美好的校園生活。

委員：鄭慧莉女士

  六年時間匆匆逝去，加入百欣家長教師
會已是第五個年頭，當中結識到一班志同道
合的委員和家長義工，不怕辛苦、無分你我，
在共識及互諒下群策群力地協助完成學校不
同的活動，實在令我十分感動。今年有幸擔
任副主席一職，參與了更多義務工作，拓闊
了我的視野，本人亦獲益良多。
  家教會得到校長、老師及各委員的信任、
支持和協助，令會務發展順利，本人謹此向
各位送上最崇高的敬意。
  焯希在百欣渡過了開心的小學階段，得
到很多寶貴的 " 機會 "。感謝各位教學熱誠與
無私奉獻的老師，我在此再感謝校長及老師。
期望來年各委員努力以赴，做得更好，令家
教會會務蒸蒸日上。 

副主席：蘇小萍女士

      人生本是一個持續學習的過程，回首
過去一年，承蒙前主席林太和今屆主席官
太給我參加家長義工行列。我在參加活動
的過程中，令我不斷成長，學習人與人之
間相處的技巧，更擴闊了我人生的視野。

委員：孔敏儀女士

  很開心和榮幸能夠加入家長教師會，讓我有
返回校園的感覺，亦能和兒子一同上學，加深了
解兒子的內心世界，並拉近母子間的距離。
    參加了家長教師會，感受到校長和老師以接納、
開放的態度與家長彼此合作及溝通，攜手合作推
行各類活動，豐富了個人的知識，亦認識一班委
員及義工家長，彼此分享教導子女心得，使我獲
益良多。
    希望學校一直大力推行家長教師會會務及活
動，使學生在快樂的環境下繼續成長和學習。

委員：駱泳因女士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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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2014年 3 月 5 日
活動簡介：潮陽百欣小學與香港潮

陽小學合辦之第九屆聯校運動會於

二零一四年三月五日假天水圍運動

場舉行。家教會當天舉行的「親子

遊戲」共進行了三個項目：包括同

心合力顯幹勁、步步為營、勇往直

前。是日共有 40個家庭參與各項
比賽，場面熱鬧。此外，共有十多

名家長義工協助大會工作，大家互

相合作使賽事得以順利進行，多謝

義工們辛勞的付出。

舉行日期：2014年 3月 16日
活動介紹：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六日（星期日），家長

教師會舉行了本年度的「親子旅行」，當天超過二百

位家長、學生及老師參與，盛況空前。當天我們安排

了參觀天壇大佛、寶蓮寺及大澳水鄉。當天的天氣十

分理想，風和日麗，參加者先到昂平市集參觀，再在

大澳品嘗海鮮風味餐，跟著暢遊大澳市集，領略水鄉

風情，家長們和老師除了為平日忙碌的生活減壓外，

並增進親子和師生關係。

活動日期：全年

活動簡介：本校家長非常熱心

學校義務工作，不惜犧牲個人

時間，參與各類服務，甚至在

子女畢業離開百欣後，還不會

停止貢獻，在此感謝各位家長

對本會的支持及愛戴。

舉行日期：全年

活動簡介：本會宗旨除了加強家校溝通合作之外，還致力

推行義務服務，讓家長有機會踏出校門服務社區，實行

家、社、校合作的概念，為天水圍建立和諧社區盡一點力。

活動日期：2014年 3月 28日晚上
本會為了讓家長們明白如何教出好孩子，培養孩子自律、積極

和主動的精神，特於 3月 28日晚上舉行「潮陽 – 百欣家長講
座」 及於 4月 4日 舉行跟進工作坊。是次講座邀請了香港著
名傳媒人鄧藹霖女士為我們主講，當晚有近二百名家長老師出

席，氣氛熱烈，家長與鄧藹霖女士圍繞著培育兒童成長的問題

互相交流，在座者均得到很多寶貴的意見 !

舉行日期：2013年 10 月
活動介紹：本會邀請了基督教信義會

的社工到校進行工作坊。讓家長學

到以「DISC」行為模式發掘子女的
潛能，是次約有 20位家長和老師出
席。當天家長不但得到一些提升子女

學習動機的小貼士外，還可以與其他

家長交流育兒心得，真是機會難得！ 

舉行日期：2014年 4月 16日
活動簡介：推動環保意識不單是學校的責

任，人人均需要有這份堅持才可以成功，

因此本會派出義工協助回收活動，處理由

學生帶來的舊電池、光碟及舊衣服等物品。

舉行日期：2014年 4月 16日
活動簡介：當天晚上約有二百位家長義工及家

人、學生、老師及舊生出席，是夜節目豐富，

除了有燒烤外，還有遊戲、抽獎及卡拉 OK 助
慶，大家慶盡而歸。

活動日期：2013年 9 月 24 日
活動簡介：13-14年度之「潮
陽百欣小學法團校董會」家長

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選舉已於

二零一三年九月 24 日順利完
成，當天共收回 248 張選票，
其中兩張為廢票。1 號候選人
張麗儀女士得 103票，當選為
本年度家長校董。

活動日期：2014年 2月 22日
活動簡介：本會每兩年就會到粵北山區進行助學，

而助學之經費均來自籌款，今年本會就在家長日舉

辦義賣籌款活動，當天有各種小食及紀念品出售。

本屆運動會順利舉行，實有賴家長義工的支持。 家長義工協助元朗區認識基本法活動。家長義工替晴天計劃準備紀念品。
在義務教練支持下，本校足球隊
成績有目共睹！ 家長們準備了水果及小禮物送給各位老師！

舉行日期：2014年 5月至 6月
活動介紹：本會除了關注學校的發

展外，還不時舉行一些有益身心的

活動讓家長參與。家長手工藝班於

五月至六月舉行，本會邀請了兩位

家長義務充當導師，把家長們自己

擁有的專門技能傳授給其他家長，

家長們除多了一個學習手工藝的

機會外，還可以與其他家長互相溝

通，實在是個難能可貴的機會。
多麼精美的玻璃碟，就是家長的作品呀！

舉行日期：2014年 5月
活動簡介：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除了

最受家庭影響外，其次就是學校。為

發揚我國尊師重道的優良傳統文化，

及為莘莘學子樹立一個良好的敬師榜

樣，本會歷年也參加「家長也敬師」

活動。家長和學生會透過敬師卡或電

子賀卡向老師送上祝福及表達感謝。

當老師收到由家長和學生送出的心意

卡及小禮品時，真是甜在心頭呢 !

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選舉

舉行日期：2013年 9 月
活動簡介：在新學年的開始，小一

同學不但在學習上需要人照顧，甚

至連午膳亦不例外，本會特意安排

家長義工於九月份協助班主任照顧

同學的需要。

午膳姨姨

家長日山區籌款義賣活動

新任家長校董張麗儀女士與眾人合照！

家教會親子遊戲

家長手工藝班

校外服務

親子旅行 家長學堂

環保回收活動

義務足球教練 家長也敬師

家長義工聯歡燒烤晚會

活

各位參加者細心聆聽社工的分享！

家長聊天室

我們的家長義工們充當午膳姨姨，
悉心教導小一同學如何進行午膳。 是晚講者鄧藹霖女士

與校長及主席合照。 是晚講座內容甚受家長歡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