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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主席  葉鷺鳴女士

看着窗外刺眼的陽光，再看桌上平凡的日曆，心裡喊叫「還有一個月，孩

子們便考試了」，又是匆匆的一個學年！在過去的這一學年，作為父母的你，會

想起與孩子共渡過甚麼事情呢？

在上一次的通訊曾與大家分享過聖經的一個教導：「教養孩童，使他走當

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22：6)」。其實「教」不一定是用言語直接的「教」孩子；當他們長大到三、四年

級，可嘗試以日常生活中的「案例」作為「教」孩子的切入點。本年，因在家教會學習籌劃各式各樣的活動，自己與孩

子間亦因此而多了一些可討論的「案例」。例如：若要去評價一個活動舉辦得成功與否，是否只單從自己的感受出發？

還是要顧及其他參與者的意見呢？

親愛的同路人，盼望大家都繼續支持家教會所舉辦的活動，以及參與我們的義務工作，與孩子們一同成長！

李綺琼校長

一年之中，我最覺溫暖的，是五月和六月。剛擺脫寒冬，邁向炎熱的夏天，令我感到暖

意正濃。而更令我感到溫暖的，是在為雙親預備如何慶祝母親節和父親節所帶來的溫暖。

父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回顧昔日，母親雖不是個全職母親，但往往在我最需要她時，她都

在我身旁，無條件地支持我：猶記得她在暴雨中背著沉沉的我走回家的路，為我預備厚厚的棉被過冬，為我買第一件上

班服……點點滴滴，都歷歷在目。每年五月初，我就開始為慶祝母親節而張羅，與家人開始籌劃：晚飯吃什麼？送什麼

禮物？與弟弟討論的過程，甚是溫馨。

父母愛子之心，是無條件的。當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就知道自己小時候如何得到父母的照顧。孩子生病了、受傷

了，我希望自己能代他受煎熬，不眠不休，只盼他早日痊癒；孩子面對挑戰，我巴不得「代子從軍」，怕他承受不了壓

力。然而，在我們小時候所得的照顧，在我們的父母眼中，豈不一樣是那麼理所當然？父母何曾與我們討價還價？他們

所作的一切，豈不都是為著我們的好處？

而今天，我怎樣重視與上一輩慶祝，也是我對兒子身教的一部份。孩子看到父母尊敬祖父母，以

回報三春暉，他們也會重視親恩，並學習如何回報我們對他們的愛。就這樣，愛就代代相傳了。

「家」是愛的源頭，盼望我們的家有源源不絕、無條件的愛，為我們的下一代傾注，讓他

們亦學會將愛與身邊的人分享。聖經教導我們：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而我們的家，正

是讓孩子體驗和經歷愛的地方。願神賜福予每一位只求付出、不問報答的父母，父慈子孝，家

庭和睦。

校長的話

主席的話 生活中的學習

無條件的愛

「第九屆家長教育證書課程」
畢業感言 1E楊巧晴家長

有幸參加此課程，實在令我獲益良

多。這個課程讓我學會了親子溝通、教導

子女，令我重新認識自己。此外，我還認

識了不少家長同學。作為一位新丁家長，

各方面也要重新適應，但得天父的恩賜，校長和老師們的體諒，以及歐

陽姑娘和蔡姑娘的鼓勵，我們畢業了，實在感恩！

「第九屆家長教育證書課程」
畢業感言1D張家郗家長

非常感恩能夠得到這次學習的機會，讓自己能夠

改善在教導子女方面的不足。通過專家講座和家長們

的分享，開闊了我的視野，實在是獲益良多！希望日

後能繼續學習，與時並進，做個稱職的好媽媽。

「第九屆家長教育證書課程」
畢業感言1C陳晞彤家長

透過此課程，讓我學會放低自己，重新出

發去愛我的丈夫和女兒。我明白到應該怎樣和他

們相處，從而培養出一個「健康」的家。能夠上

了這寶貴的一課，實在非常感恩。

「第九屆家長教育證書課程」
畢業感言4A陳立賢家長

參加了這課程之後，使我能夠以另一個角

度來觀察我的孩子，以他的感受來處理和面對疑

難。加上多位專家所傳授的養育方法，盼望我能

學以致用，與孩子們開心、互愛地成長。

會訊編輯委員會

編輯顧問：李綺琼校長

編輯委員：鄭韶琴女士、梁錦雯女士、王詠嫻老師、何詠妍老師

職位 常委(老師)  (家長)

顧問 李綺琼校長 /

主席 / 葉鷺鳴女士

副主席 王詠嫻老師 馮曉彤女士

秘書 何詠妍老師 鄭韶琴女士

聯絡、總務
吳月晶主任、
歐陽美華姑娘

蘇燕敏女士、唐照光先生、
尹淑貞女士

司數 / 劉懿玲女士

司庫 郭若君老師 /

康樂 曾志偉老師、龍愛芬老師 黃麗群女士、梁錦雯女士
透過小組分享活動，
家長分享教養子女的
喜與憂，互相支持。

家長嘗試運用「我訊息」
來提升親子溝通的效能。

透過角色扮演活動，讓
家長對家庭成員的互動
有更深的體會。

上課前進行熱身活動， 
讓家長在輕鬆的氣氛下認
識彼此。

家長投入地參與課堂活動。 社工向家長講解如何提升

子女的多元智能。

大埔循道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第十六屆)

第16屆常務委員會名錄

收入 支出

上年度恆生銀行戶口盈餘 $39,788.80 上年度家教會印刷費 $660.00 

13/14教育局津貼家教會活動 $10,000.00 第十五屆常務委員會會議茶點 $318.00 

14/15教育局津貼家教會經常開支 $4,989.00 第十六屆會員大會 $3,406.80 

14/15家教會會費 $20,130.00 親子行山樂總議會步行籌款 $1,000.00 

親子聖誕聯歡聚餐 收入 $16,880.00 陸運會親子接力賽獎牌 $768.00 

支出 $16,729.00 $151.00 陸運會啦啦隊及班牌設計比賽獎品 $406.00 

14/15教育局津貼家教會(活動一) $5,000.00 送贈學生聖誕禮物 $2,147.50 

「親子樂悠遊」親子旅行 收入 $55,670.00 

支出 $61,190.00 $5,520.00 

銀行行政費用 $50.00 

本年度恆生銀行戶口盈餘 $65,631.50 

總收入 $79,907.80 總支出 $14,276.30 

大埔循道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第十六屆)

2014年9月至2015年4月

家長教育證
書課程家長心聲

家長教育證書課程花絮



梁錦雯女士(1A凌浩正家長)
本學年一、二年級的專題研習題週題目是「世界

與我」，其中一天的活動是「世界美食巡禮」。對於小孩子
而言，有甚麼東西比用味覺去探索世界還要好呢！當天一早起
來，我弄了百多件壽司，雖然製作過程有點吃力，不過見到學生
們開懷地吃，就心滿意足了。家長義工們合力製作三百多人份量的
食物，真是很有成功感呢！

家長義工心聲
美食爸媽

食物，真是很有成功感呢！

很壯觀吧？每個家
長義工製作了300
份食物。那天，各
國美食盡現眼前。

來，我弄了百多件壽司，雖然製作過程有點吃力，不過見到學生
們開懷地吃，就心滿意足了。家長義工們合力製作三百多人份量的

很壯觀吧？每個家很壯觀吧？每個家
長義工製作了300長義工製作了300長義工製作了300
份食物。那天，各份食物。那天，各
國美食盡現眼前。國美食盡現眼前。國美食盡現眼前。國美食盡現眼前。

們開懷地吃，就心滿意足了。家長義工們合力製作三百多人份量的

阮秀明女士( 1C阮曉彤家長)
參加了學校的家長義工隊後，

讓我有機會為學校服務，還為平淡的生
活增添不少樂趣。過程中，家長們互相分
享教養孩子的心得，更是額外的收穫呢！

每當女兒知道我會到學校當家長義
工，她都會表現得十分雀躍，還會好奇地問
我有關工作的內容，無形間為我們打開了不
少親子話題。久而久之，女兒也會主動向我
分享學校的生活點滴，讓我了解她更多。
參與家長義工服務，除了使我學會了不少
種植的技巧外，也為我和孩子的生活增
添了不少色彩色彩呢！

增加親子溝通話題

看見家長義工們燦爛
的笑容，使可知道何
謂「農耕樂」了。

夏映茹(6A鄧瀚泓家長)
在本年度的「舊校服‧新主人」活動中，我擔任其中

一位家長義工，活動中，不少家長和同學把舊校服帶回來，交給
我們分類和整理。然後，我們會按同學的需要，將舊校服送往「新
主人」手上。看見同學接過新校服時都臉帶笑容，我也感到很高
興。我覺得這個活動十分有意義，能夠將舊校服循環再用，既
環保，又能滿足其他家長的需要，真是一舉兩得。盼望日
後可以多辦這類活動，使更多家庭可以受惠。

點新生命

瀚泓媽媽努力地為舊校服尋找「新主人」。 除了舊校服，舊書也可以找到新主人呢！

何琴女士(6D張瑋倫2D張凱蓉家長)
在學校的種植園當家長義工，實

在非常有意義。在學校的有機種植園
裏，種了各式各樣的蔬菜、花卉和水
果，甚至中草藥，真是包羅萬有。能夠協
助學校打理這個獨特的學習和活動園地，
我感到很榮幸。此外，在工作的過程中，我
還可學到不少植物和園藝知識呢！
在這兒讀書

的小朋友真是有福。他們可以
親眼看到不同的植物，學習
到不少生活知識。盼望老
師能多利用種植園，讓同
學們多接觸大自然，豐
富他們的生活知識，
盡情體驗童年時。

何琴女士(6D張瑋倫2D張凱蓉家長)何琴女士(6D張瑋倫2D張凱蓉家長)

盡情體驗童年時

家長義工們教導同學們學習插
秧的技巧，大家都樂在其中。

家長義工們端着幼小
的秧苗，為身旁的
「小農夫」打氣呢！

各位壽星，家長們默默為你們送上祝福。

日期 監察服務 內容 跟進情況

4月23
日及
5月14
日

午膳

21/4及22/4有幾位四
年級同學疑因午膳後
有不適情況。監察膳
食服務之老師及家教
會委員與飯商進行會
議，要求飯商跟進有
關事宜。

1. 飯商於接獲投訴當日即時把飯
盒樣本作檢驗。

2. 飯商回覆化驗結果是乎合衛生
署的標準。

3. 事故當天沒有相關送飯員工有
不適及請病假。

4. 檢驗處理食物之枱面及用員等
等。檢驗結果滿意。

5. 飯商已承諾加密檢驗及抽查程
序確保不會有同類事件發生。

4月21
日

校車

常委與志力校車公司
進行會議，商討調整
車費，服務改善及最
為重要的是學生車上
安全問題。

1. 學校向乘車的學生派發乘車
證，證上會列名該學生的乘車
路線編號，避免有混亂情況出
現。

2. 發通告給各位家長有關請假或
其他事故不能乘搭校車的跟進
事宜。

3. 同意校車公司於2015/16年度校
車車費加幅大都在10%以內，
只有一條路線稍多於10%。

家長教師會監察服務小組

楊慧欣女士 (3D張健藍家長)
能夠跟兒子一起參加家教會舉辦的

親子旅行，我真的感到很開心。
那天安排的行程十分豐富，上午，

我們到了香港濕地公園參觀，認識了不少
濕地居住的生物，使我們眼界大開。下
午，我們來到流浮山品嚐美味可口的海
鮮。午餐後，我們更於流浮山市集閒逛，
購買特色的乾貨海產。最後，我們到了錦
田鄉村俱樂部遊玩，那裏有大型燒烤場、
釣魚塘、荷花池、綠洲茶坐等等設施，讓
我們有機會與大自然親近一番。

這天，我們都玩得樂而忘返，能夠
和家人留下這段美好的親子回憶，實在要
感謝家教會為我們安排這次旅行，期望下
次能再參與家教會的活動。

愉快的旅程

看到健藍和媽媽臉上
露出燦爛的笑容，便
知道他們真的感到樂
而忘返了！

梁玉芬女士(3D戴溢森、2C戴殷琳家長)
我很喜歡參加家教會舉辦的活動，因為可以從中了解子

女的校園生活。
在這次親子旅行中，我能與一群為孩子奮鬥的家長們作

深入的交流，互相分享了不少育兒心得，真是獲益良多。在
這趟旅程中，我不時從中觀
察孩子，了解他們面對問題
時的處理手法，希望可以在
有限的「空間」中，讓孩子
學習自主、自立。

日後有機會的話，我也
會參加這些親子活動，既可
享受親子的樂趣，也是對家
教會的支持。

梁玉芬女士(3D戴溢森、2C戴殷琳家長)

從活動中讓孩子學習
自主、自立

張月華女士(3E朱卓培家長)
期待已久的親子旅行又到了，卓培可以和同學們一起到郊外

遊玩。
儘管在常識科課本上已認識招潮蟹、彈塗魚、白臉琵鷺、黑

臉琵鷺等等，但當孩子們站在沼澤的木橋上，看見泥地裏的彈塗
魚和仿佛被煮熟了的橙色招潮蟹時，都興奮得大叫起來。那片寧
靜的濕地頓時就熱鬧起來，家長們也慌忙請熱情的孩子們將音量
調低，告訴他們別打擾了「原居民」的生活。

在用作觀鳥的望遠鏡旁，還有導賞員給小朋友
們講解鳥兒的生活習慣，當聽到導賞員叔叔說：
黑臉琵鷺是站着睡覺的。他們都用難以置信的表
情望著叔叔，充分流露孩童稚氣的一面。

愉快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我和卓培期
待着明年的親子旅行。下一次，我們又會去哪裏
呢？

張月華女士(3E朱卓培家長)

親子樂悠悠
之濕地公園

們講解鳥兒的生活習慣，當聽到導賞員叔叔說：
黑臉琵鷺是站着睡覺的。他們都用難以置信的表
情望著叔叔，充分流露孩童稚氣的一面。

待着明年的親子旅行。下一次，我們又會去哪裏
呢？卓培媽媽和好友共

度了愉快的一天

教會活動
王華山宣教師

教會除了於節期為學生舉行福音聚會外，我更會於平日的
小息和午飯時間走進課室與學生傾談和禱告，解答學生信仰的疑
問。另外，我會與小五及小六的聖經科老師進行協作教學，上、
下學期各一次，讓同學對教會生活更了解。

除了生命教育工作外，教會更於暑假期間讓學生繼續在主
裡多元成長，作上帝和人喜愛的小孩。誠邀貴 子弟參加「動感
暑假YEAH YEAH YEAH!」活動，詳情請參閱六月派發的回條，
亦歡迎致電2663 2418/2661 0860，向吳曉翠姑娘查詢。

齊來動手做美食

彼此協作樂無窮

大家圍在一起吃海鮮，一定份外美味呢！

親子樂悠悠活動花絮

家長義工們眾志成城，為才藝晚會作華麗佈
置，真是功不可沒啊！

家長義工心聲花絮

親子樂悠悠家長心聲

孩子們在濕地公園裏盡情探索，相信一
定學到很多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呢！

負責之家長常委：尹淑貞女士、蘇燕敏女士

為促進家長購買之服務質素，家長教師會成立了家長教師會監
察服務小組，本年度小組工作如下：

大家在濕地公園門外留影。

齊來採摘草莓，看誰大豐
收。你看！一籃子的鮮草
莓，令人垂涎欲滴。

究竟是同學們的笑容燦爛些？
還是大自然的風光奪目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