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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的話            梁秀菊主席                        
        

     ⼤大家好！今年年是充實⽽而豐收的⼀一年年，為何這麼說呢？充實因今年年家教會的確舉辦

了了很多活動，並嘗試了了不同類型的活動；豐收是透過參參與這些活動，讓我學習和得

着很多。 

   今次會訊「主席的話」我 想說的是「感謝」這兩兩個字。感謝有⼀一班志同道合、

願意付出⼼心⼒力力和時間⼀一起的籌辦各類活動的老師及家長委員！感謝⼩小孩將畢業⼜又或

已畢業的榮譽委員，他們仍⼼心繫家教會及協助辦活動！感謝嚴校長及羅副校長於百忙之中抽空出席家教會

的會議、參參加活動及對我們的⽀支持，以達到更更優質的家校合作！感謝友好團隊例例如：本校校友會、九龍⺠民

⽣生書院家教會及校友會對本會的⽀支持及彼此活動交流！感謝家長義⼯工、校務處同仁對家教會活動的協助！

後要感謝的是各位老師及各位家長對家教會⼀一直以來來的⽀支持和⿎鼓勵。 

   在這裡，我要呼籲：新學年年後會有新⼀一屆家教會的家長委員選舉，請有興趣的家長踴躍參參選，以延續家

教會的精神及使命，謝謝！ 

港島民生書院		家長教師會	
Munsang College（H.K.Island )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2015	-	2017	年執行委員會	

會訊	第五期	2017年

   校長的話                 得⼒力力在乎平穩安穩                  嚴志成校長 
          

        感謝上主，擔任港島⺠民⽣生書院校長已接近兩兩年年，雖忙碌，但仍⼼心靈平

安。⾯面對排⼭山倒海海的⼯工作時，分優次有序地去解難，並非容易易，但<<聖經>>

提醒我們「得⼒力力在乎平靜安穩」(以賽亞書30:15)，不要緊張或愁煩，讓⾃自⼰己

先冷靜下來來，想想聖經的話語，藉聖靈的導引，⼜又會讓不平安的⼼心漸漸平靜

過來來，然後得著⼒力力量量，思⽅方謀策，解決⼀一個⼜又⼀一個難題。 

    家長們、同學們，要做到⼼心靈平靜、平安，實在需要時間，這是我們⼀一

⽣生需要學習的課題，但我相信上主仍與我們⼀一起同⾏行行，時刻提醒及關顧。就

如在去年年的⽂文稿中，我曾經提及四個社名稱的意思，⿎鼓勵同學籌辦活動，⾏行行

事為⼈人，遇上難題，甚或會有緊張及愁煩的時候，但在上主的慈愛中，若若讓⾃自⼰己靜下來來想想，加上老師

的引導、家長的⽀支持及同學之間的⿎鼓勵，相信難題不但有解決的⼀一天，⽽而且更更讓⽣生命有成長的機會，成

為正直、謙虛、真誠及有勇氣的⼈人。 

     同學們，當⼤大家默想<<聖經>>舊約中的以賽亞、摩⻄西、撒⺟母耳及迦勒勒的善德善⾏行行時，期望你們迎難

⽽而上，安穩前⾏行行，貢獻社會。願榮耀歸與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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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路路上並不擁擠               羅國潤副校長 

        數年年前，⾝身體出現⽑毛病，開始關注⾃自⼰己的健康。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減肥，⼀一⽅方⾯面控制飲食，

另⼀一⽅方⾯面積極做運動──跑步。從開始負重磅練跑，到參參加10 km比賽，然後是半⾺馬、全⾺馬，以⾄至100 

km的路路跑和超100 km的越野比賽。運動，不再是強⾝身健體，⽽而是不斷突破，是⼀一次⼜又⼀一次挑戰個⼈人

體能的極限。跑步逐漸成了了⽣生活中的哲學。 

      去年年⼗十⼀一⽉月底到台灣宜蘭蘭參參加100 km夜跑比賽。當晚天氣極壞，下了了三

場傾盤⼤大雨，參參賽者都渾⾝身濕透、寒冷，結果不少中途退出，騎⾞車車離去。我

呢，家在香港，⼈人在宜蘭蘭，夜半無⾞車車，要退也不知退到哪，既沒退路路，便便硬

著頭⽪皮撐下去，跑了了個通宵達旦，終於捱到終點，意外地獲得分組第三名。

這個比賽，參參賽者不少是台灣的退役軍⼈人，強者不少。能夠獲獎，贏的不是

體能，只是⼀一份拚死的堅持。 

       有⼈人說過，成功的路路上並不擁擠，因為能夠堅持的⼈人不多。從跑步開始

到挑戰個⼈人的極限，辛苦、受傷是必然的；然⽽而， 重要的，還是要不怕辛苦，

不怕受傷，有突破框框的決⼼心、勇氣和堅持。經常聽朋友說，退休後怎樣怎樣。然⽽而，誰知道「登陸」

退休後是怎樣的光景。為什什麼不趁現在還是有⼼心有⼒力力的時候，去挑戰⾃自⼰己。與其憧憬未來來，不如先活

在當下，坐⾔言起⾏行行。 

      年年輕⼈人應該更更有⼼心，更更有⼒力力，更更⼤大無畏，勇於突破⾃自⼰己的框框，挑戰⾃自⼰己。 

職務 委員中⽂文姓名 職務 委員中⽂文姓名

主席/替代家長校董 梁秀菊 當然顧問 嚴志成校長

副主席 李秀珍 客席顧問 羅國潤副校長

司庫 鄧淑英 秘書 黃淑鳴老師

家長委員/家長校董 溫立⽂文 教師委員 朱葦葶老師

家長委員 藍藍⼦子川 教師委員 蘇燕薇老師

家長委員 謝建明 教師委員 吳偉覺老師

家長委員 鍾倩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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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來活動預告 

              家教會每個學年年都會安排不同的活動給各位家長及同學參參加，從⽽而   

      使家長、同學們及學校⽅方⾯面有更更多機會互相了了解。 快就是7⽉月15⽇日的  

      舊書買賣及9⽉月16⽇日的家教會週年年⼤大會，到時記得來來呀！ 

     近幾年年⼀一直擔任家長校董，對學校的運作和認識加深了了很多。去年年⾃自

Chrisin接任主席後，感覺⼀一下⼦子由幕前退居幕後。雖然回學校的次數少不了了

太多﹐但回來來時卻不⼀一定能和⼤大家⾒見見⾯面﹐暢談⼦子女或學校的趣聞點滴。處理理

的事亦由家長親⼦子活動﹐改變為學校事務居多﹐例例如校園樹⽊木蚊蟲的隱患﹐

改善學校⾳音響⼯工程的決定﹐⼜又或是校園保安﹐以⾄至教師培訓及⼈人事的安排。

從書簿訂購、交流團的組織、校服招標以⾄至⼩小食部運作等等﹐校內事無巨細﹐

真的⼀一覽無遺。當中⾃自然少不了了嚴校長和各校務處同⼯工的辛勞﹐在有限的條

件下﹐努⼒力力為學⽣生創造無限可能。從學校今年年⾸首辦的台灣及歐洲交流活動可

以看到學校為擴闊同學眼界的努⼒力力﹐新的改變從來來不會是⼿手到拿來來﹐當中肯

定有不少汗⽔水和⼼心⾎血的付出。此外，家長的參參與亦⼗十分重要﹐運動會的步⾏行行

籌款，家長和同學的踴躍⽀支持，讓我們看到港島⺠民⽣生上下⼀一⼼心﹐共同推動學

校進步的⼼心願。 

      因此﹐今年年適逢家教會選舉年年﹐您的參參與絕對有助推動學校的更更新變化。

     ⼤大家好！⾸首先我要感謝各位家長的投票，讓我成為替代家

長校董，除了了我可以在家教會出⼀一分⼒力力外，也可更更了了解學校的

教學發展⽅方向，並將訊息帶給家長，以增加彼此間之溝通，從

⽽而給學⽣生創造更更好的學習環境。 

   這兩兩年年嚴校長為了了讓學校更更多元化、學⽣生有更更多新體驗，⽽而

辛苦地籌募經費、作出改變、接觸海海外的學校等等，的確不容

易易，辛苦了了！ 

   本⼈人⼩小兒⼦子將要升讀中五，看著他每天都像⼀一隻⼩小蜜蜂般忙

碌，幸好他亦找到了了⾃自⼰己的⼈人⽣生⽅方向，真的很感恩學校裡總是

不厭其煩、諄諄教導他的老師們！讓他在這四年年中學習了了很

多，也成長了了很多。謝謝您們！ 

梁秀菊替代家長校董

溫立⽂文家長校董

校董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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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書院90周年年慶祝活動

⺠民⽣生書院90周年年系列列 - 開放⽇日     5/3/2016 

       當天主席獲⺠民⽣生書院校長邀請出席開放⽇日，到達後便便看到熟悉的⾝身影——嚴校長，還有羅
副校長在課室內講解同學們的作品。在典禮儀式上，學校還出動了了航拍機拍攝全部過程，真先
進呢！⺠民⽣生書院家教會設置了了⾊色彩繽紛的巨型公仔造型，真的非常矚⽬目，裡⾯面便便有⼀一張主席和
林林煥光先⽣生、⺠民⽣生書院校長、校董及家教會委員的⼤大合照。 

   ⺠民⽣生書院90周年年系列列 - 校慶晚宴 

                                               26/6/2016 

     本會委員應邀出席⺠民⽣生書院90週年年校慶晚宴，當晚我們和
不同的嘉賓拍攝⼤大合照：包括本校的嚴校長、羅副校長、全
體老師及職員、⺠民⽣生書院校長及家教會委員、劉劉美娟⼩小姐、
王維基先⽣生等等。為了了祝賀⺟母校校慶，嚴校長特别創作了了⼀一
⾸首詩，真是才華洋溢呢！林林志美⼩小姐、陳秋霞⼩小姐和彭羚⼩小
姐則合唱了了以⺠民⽣生書院為主題的ㄧ⾸首新歌。我們當晚的⼼心情
都是興奮⽽而愉快的，因為真是很難得遇到90周年年呢！ 

4



     家長校董選舉  

                 28/9/2016 

     本會成立家長校董選舉委員會，並委任

名譽會員何淑芬女⼠士為選舉主任，連同委

員們及家長義⼯工負責2016年年9⽉月28⽇日的家

長校董選舉。當晚亦在嚴校長監票，同學

負責點票，在⼤大家通⼒力力合作下， 終順利利

完成了了今次的選舉。  

選舉的結果： 

溫立⽂文先⽣生當選為家長校董 
梁秀菊女⼠士當選為替代家長校董 

     家教會週年年⼤大會(2016-2017)   
                             24/9/2016 
        
       週年年⼤大會當天，主席梁秀菊女⼠士向在場⼈人⼠士報告了了主席報告，司庫鄧淑英女⼠士報告了了財務報

告，並有⽀支票移交，頒發感謝狀狀和⼼心肺復甦法證書，介紹新教師委員、現任委員，家長校董選舉

候選⼈人作⾃自我介紹。 

      於「主席與校長作真情對話~教育理理念念」的環節中，透過主席向嚴校長及羅副校長提問有關學

校的問題，讓家長們對學校及他們的教育理理念念更更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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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活動花絮

FirstClass內聯聯網⼯工作坊 
                                                   22/10/2016 
    資訊科技⽇日益發達，為了了使家長能瞭解現今

資訊科技運作，及靈活使⽤用 FirstClass，家教

會於⼆二零⼀一六年年⼗十⽉月⼆二⼗十⼆二⽇日舉辦了了 

「FirstClass內聯聯網」 ⼯工作坊，並誠邀了了資訊

科技統籌主任賴得鐘老師講解及⽰示範，當天賴

老師亦告知參參加者使⽤用電腦時的正確姿勢。 

   型格拳擊舞蹈     12/12/2016 

本會於2016年年11⽉月12⽇日舉⾏行行了了「型格拳擊舞蹈」活

動，由資深教練李亦愛⼩小姐教授，當天是以強勁的

⾳音樂節奏配合拳擊及踢腳動作，讓體內脂肪有效地

燃燒，並鍛鍊鍊良好的⼼心肺功能以及提升肌⾁肉的質素。

希望透過今次的活動，能帶動⼤大家繼續保持做運動

的習慣，讓⾝身體更更健康。 

  紅⽩白⼤大賽      4/7/2016 

今年年紅⽩白⼤大賽第⼀一次兩兩校聯聯合比賽，港島
著⽩白⾊色衫，拿⽩白⾊色棒(坐右邊)，九⿓龍著紅⾊色
衫，拿紅⾊色棒(坐左邊)，在觀看他們的表演
時，發覺同學們的表演都很有⽔水準，總是
能吸引觀眾的⽬目光及帶動他們的情緒，到
最後他們請來來「Supper Moment」作表演
嘉賓，真是把氣氛推到最⾼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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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城」導賞團           3/7/2016      

        本年年七⽉月三⽇日，家長教師會為同學們舉辦了了參參觀國泰城的活動。當天五⼗十多位同學分成兩兩

组，在數位家長委員帶領下，參參觀了了國泰城內的各項設施，包括⽤用作訓練地勤勤⼈人員的模擬 

check in 櫃位，訓練空中服務員的模擬機倉及訓練機師的模擬駕駛室。 國泰還派了了⼀一位職員為

我們作講解，詳細解說各項設施，亦介紹了了很多有關在航空公司服務的資訊。她提到員⼯工及其

直系家屬可以⽤用正價的百分之⼗十買機票，員⼯工的福利利多好啊！同學們對各項模擬設施也很有興

趣。 後我們再遠觀了了機組⼈人員報到室後便便完成該⽇日的⾏行行程。  

     中ㄧ註冊⽇日          7/7/2016   

       本會委員於這兩兩天都有出席中ㄧ註冊⽇日，我們 

除了了向新⽣生家長簡介家教會，並向他們派發了了 新

的會訊，讓他們對本會有更更多的瞭解，希望他們⽇日

後能多參參與及⽀支持家教會的活動。我們亦向他們推

廣了了他們第⼀一個可參參與本會的活動——9/7「舊書買

賣」活動。 

     舊書買賣       9/7/2016 

      家長教師會今次舉辦的舊書買賣活動以新

的形式進⾏行行，由學⽣生與學⽣生直接買賣，讓學⽣生

有⼀一個知識以外的新體驗。同學們都很享受這

個過程，更更會互相⽀支持及⿎鼓勵，其中有同學會

幫忙熱烈銷售。謝謝各家長和同學⽀支持是次活

動，終於順利利完成。活動結束後收集家長和學

⽣生的意⾒見見，希望來來年年家教會做得更更好。  7



⺠民⽣生書院校友⽇日

                             13/12/2016 
 
        本會委員獲⺠民⽣生書院校友會邀
請，於2016年年11⽉月13⽇日出席他們的
校友⽇日，上午是港島屬會的周年年⼤大
會，晚上是九龍屬會的盆菜宴。我
們除了了遇⾒見見張校長、嚴校長、連Sir
及同學們外，也和九龍⺠民⽣生書院家
教會的委員短聚聊天，並在可愛的
公仔造型前拍攝⼤大合照。當晚⼤大家
都相談甚歡、互相拍照留留念念，氣氛
真是歡樂無比呢！ 

                    家長茶聚        7/12/2016 
 
        家長教師會今次舉辦的家長茶聚活動，好⾼高興請到嚴
校長和羅Sir到來來和家長分享學校末來來的動向。今次各家
長通過遊戲、⼩小組認識，⼤大概了了解⾃自⼰己⼩小朋友在學校的⽣生
活。其他家長都分享⾃自⼰己與⼩小朋友相處時的⼼心情，更更加認
識⾃自⼰己和⼩小朋友，透過今次茶聚可令各家長暢所欲⾔言，在短時間內⼤大家好開⼼心分享。
所有⼯工作都有賴於家長教師會的委員和家長義⼯工合作。最重要當然是家長的參參與，希
望家長可以踴躍參參與下次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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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農莊參參觀                         18/02/2017 

       參參觀藍藍妹有機農莊於2⽉月18⽇日舉⾏行行。莊主非常專業地介紹各種有機耕種的原理理、特⾊色、成

效和困難，增加我們對有機農莊的認識。 
       我們到每個耕地參參觀不同種類的蔬菜，隨後我們更更可親⾃自摘下要購買的有機菜，⼤大家都

好雀躍。莊主亦烹了了兩兩⼤大盆有機菜⽔水和野⽣生羅漢果⽔水給⼤大家清熱解毒，讓我們享⽤用有機菜三

⽂文治，極具⽥田園風味。 

              灣仔少數族裔發現之旅              18/02/2017

       位於灣仔的錫克廟，你可能經過、乘⾞車車看過，相信從沒想過會進入，因為裏⾯面似乎與我們格
格不入，亦不知裏⾯面的⼈人是否友善，⾔言語⼜又好像不通，總不會貿然入內。今天，我們慶幸有機會
參參與由「愛同⾏行行」主辦的「灣仔少數族裔發現之旅」，由巴基斯坦籍的阿希帶領我們認識錫克教
的⽂文化，分享他在香港⼟土⽣生⼟土長，所遇到的各種經歷和難處，從⽽而讓我們更更了了解⽣生活在香港的少
數族裔的⽣生活⾯面貌和⽂文化。 

   飲食對⼦子女成長謬誤⼤大破解講座     

                              18/03/2017 

     今次營養講座主要針對怎樣認識營養標籤、糖和

鈉的資訊，經過營養師的解釋，我們更更加了了解任何食
品及飲品的營養標籤內的註明，還深入分析糖和鈉對
⼈人的健康有怎樣的影響。 後營養師還解答各家長對
食物的疑慮，使各家長更更能選擇得宜，食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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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也敬師 — 驚喜精緻⼩小禮物 
                           24/03/2017 

      為了了給老師們⼀一個驚喜，家教會靜悄悄邀請家長義⼯工在校內

焗了了⼀一些曲奇餅，然後再聯聯同其他家長義⼯工，將我們這些⼼心意化

成⼀一袋袋精緻的⼩小禮物，再靜悄悄的放到每⼀一位老師及教職員的

辦公桌上。每⼀一份⼩小禮物都代表著每位家長和同學的⼼心意，看到

他們收到後流露的開⼼心表情，便便知道我們成功了了。 

     當然不能缺少嚴校長在背後的⽀支持，我們才可這麼順利利完成。 

家長也敬師 — ⼼心意咭送贈 
              24 - 25/03/2017 

    為了了感謝老師盡⼼心的教導學⽣生，家長教師

會安排在家長⽇日的時間，在校內放置⼀一塊⼤大的

⼼心意板和⼼心意卡，供家長和同學填寫⾃自⼰己的⼼心

意，送給老師，通過卡上的⽂文字帶給校長和各

老師⼒力力量量，為他們加油。 

午膳招標試食會  

                                       19, 25/03/2017 

        今年年學校和家教會採⽤用新的招標⽅方式，可
供多個飯商到校提供不同款式飯盒作試食。試

食會當天有賴老師、家長和學⽣生積極為幾間飯

商公平給分數，使我們可以順利利決定來來年年學

⽣生膳食的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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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旅⾏行行 2017  
糧船灣、破邊洲、東壩六⾓角柱群、橋咀洲、鹽⽥田梓 

       每年年家教會都會舉辦春季旅⾏行行，⽬目的希望透過這項活動讓家長、老師和同學們共同歡度⼀一個溫馨

閒適的星期天。 

       當天從⻄西貢碼頭乘專船往破邊洲，遠眺萬宜⽔水庫、六⾓角柱群等。「糧船灣超級火⼭山」對上⼀一次爆

發，距今已⼀一億四千萬年年前了了，估計當時爆發出的火⼭山物質超過⼀一點三萬億立⽅方米，⾜足以將整個香港

鋪上⼀一千⼆二百米火⼭山灰呢。 

       午膳後，再往橋咀洲。它是香港地質公園八景之⼀一，該處布滿火⼭山爆發後形成的火成岩，其中外

貌如菠蘿包的⽯石英⼆二長岩、流紋岩及火⼭山⾓角礫岩等，亦可觀賞連島沙堤的地貌。鹽⽥田梓是⼀一條不⼀一樣

的客家村，不⾒見見典型客家圍屋，卻⾒見見莊嚴的聖堂。 

       雖然⾏行行程中難免有⼀一些地⽅方不盡完美，但⼤大家亦很享受這次旅程。期望明年年的春季旅⾏行行，仍有你

們的⽀支持和參參與。 

      另外很感謝各位家長義⼯工和委員們的合作，有你們的協助、拍攝旅⾏行行花絮，使這次旅⾏行行⽣生⾊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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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 1C 林林暐程 亞軍 - 6C 林林雋穎

優異異 - 4C 陳凱陽優異異 - 4A 招尚研季軍 - 1B 李雋瑋 12



   2017⺠民⽣生師⽣生家長⼼心連⼼心慈善步⾏行行籌款      29/03/2017 
       
       去年年⾸首辦⺠民⽣生家教會步⾏行行籌款因暴暴雨⽽而取消﹐本年年度改變形式結合陸運會進⾏行行。是次活動有數

百名家長⽀支持﹐當天更更有百多名家長師⽣生到場參參與﹐氣氛⼗十分熱鬧﹐共籌得善款共$34,632.3﹐⽀支

持改善港學⽣生的學習環境。在此再感謝⽀支持及參參與的每⼀一位朋友﹐同⼼心協⼒力力，共襄善舉！ 

運動會啦啦隊比賽評判及參參與家長教師接⼒力力比賽    29/03/2017 

       運動會決賽⽇日﹐家教會亦組織家長擔任啦啦隊比賽評判﹐數⼗十位家長更更在運動場⼀一展英姿﹐與

師⽣生共同參參與接⼒力力比賽﹐成為當天運動會的⼀一個⾼高潮。嚴校長更更把握機會﹐與⼀一眾家長分享教育⼼心

得並了了解家長關注。期望來來年年運動會運上有您的⾝身影﹐⼀一同感受場上熱烈氣氛。 

13



Student Association Chairperson’s sharing       Nanette Lam Lok Yin 

On behalf of the Student Association (Sparkle),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for giving me this invaluable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my cabinet’s work this year. 

As the chairperson of Sparkle, I would also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thanks to all the teachers 

on behalf of my cabinet for their advice and unconditional support, without which we would not 

have organized our activities successfully. Our cabinet has encountered lots of difficulties over 

these eight months. Whenever we hold an activity, we aim to find the best way that can satisfy 

all stakeholders. It is not a piece of cake to work through the barriers on our own, but with all your 

support, we make it.  

 This year, we have tried our very best to organize various kinds of activities. For sports 

events, like the previous years, we have run competitions like the inter-class basketball 

competitions, teacher-student dodgeball competition, etc.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these sports 

events, my schoolmates can build up sportsmanship and enhance class spirit.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held the Singing Contest – Dream High, Fly High and IMSC’s Got Talent. We hope to 

encourage our schoolmates to try more and explore more. As our slogan goes, ‘You never try, you 

never know. Sparkle will be with you on the way to pursue your dream.’ Besides, we have also 

strived hard to hold some joint-school activities, for instance, the Band Show - Connection.  

 It is our belief that all teenagers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pursue their own dream. That is 

why we emphasize the word ‘DREAM’ this year. We hope that our schoolmates can show their 

talent through our activities as a platform. Undeniably, it may not be realistic to chase our 

dream in the society nowadays, but we should not deny our abilities. Sometimes, we may face 

rumors or failure. Yet, we should never give up, but keep to our goal. 

 Sadly, the school year is drawing to its end. Thanks to my fellow schoolmates for casting 

us a vote of trust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academic year, as well as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continuous support when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 will never forget all their keen 

participation in our events. Let’s present the best in the last variety show of Sparkle – the Red and 

White Battle. We sincerely hope that we have brought our schoolmates a year full of happiness and 

unforgettable mem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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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小兒現讀中三。透過參參

與家教會的活動，讓我對學校的教職

員和環境有更更深的認識，亦對學校的

⽂文化及環境有進⼀一步的了了解。今年年我

享受的活動是陸運會籌款、旅⾏行行和

敬師⽇日，有機會和各位教職員及家長

多閒談及作⼾戶外活動，實在是賞⼼心樂

事。祈望⼤大家將來來繼續熱⼼心地參參與家

教會的活動。                                                                                                     

                                

                          藍藍⼦子川先⽣生

委員心聲

        很榮幸參參加今年年的家教會，藉此機會感謝⼀一
眾家長百忙中撥冗參參加。每次開會前⼤大家準備充

⾜足，積極參參與家教會事務，為學⽣生及學校發展提

供寶貴意⾒見見。希望將來來各位⼀一如既往繼續⽀支持家

教會，與校⽅方攜⼿手合作，為各位同學可享受更更好

的學習環境，繼續努⼒力力，特別感謝各位家長於家

長⽇日時親⼿手製作曲奇為全體老師打氣。

                                                 朱葦葶老師 

蘇燕薇老師 

       今年年我的孩⼦子已經踏入

中四，亦是我加入家教會委

員的第四年年了了。感謝各委員

的信任，讓我⼀一個完全不懂

設計的⼈人，為今次會訊排版

及設計，對我來來說，是⼀一個

⼤大膽的嘗試及承擔，希望作

為讀者的你，能多多包涵，

亦希望藉此通訊，讓⼤大家能更更了了

解家教會與學校的情況。
李秀珍女⼠士

      今年年加入家長教師會，與⼀一群熱⼼心的家長們合作，感覺新鮮⽽而蠻有

收穫。 

     家長代表利利⽤用休息時間，服務學校、服務港島⺠民⽣生的家長和學⽣生，

確實很讓⼈人佩服。從開會到籌備各類型活動，家長代表⼀一絲不苟，處處

體現對⼦子女的關懷，對學校的⽤用⼼心。他們盡⼒力力發揮所長，有的把職業專

長運⽤用到家教會的崗位，有的則利利⽤用⾃自⼰己的⼈人際網絡，籌辦有趣⽽而不失

意義的親⼦子活動，真讓我眼界⼤大開。 

     作為既是老師也是家長的我，深深體會家校合作對學⽣生健康成長的

重要。這個年年代，當⼀一位克盡職守的老師不容易易，做⼀一位進退有度的家

長，更更不容易易。 

       藉此，與陪伴⼦子女同⾏行行的家長，互勉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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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麗芳女⼠士

關國傑先⽣生

        承蒙家長教師會邀請出任「榮譽委員」，深感榮幸。回顧本會於2008

年年成立⾄至今，快將踏入第⼗十年年，會務發展在歷屆委員的努⼒力力，尤以今屆在 

梁秀菊主席帶領下，及各位家長和老師委員的⿑齊⼼心推動，成績斐然，可喜可

賀。祝願家長教師會會務興隆隆，為家長及老師們發揮更更多的功能，合⼒力力提升

學⽣生的素質。 

    ⼤大家好！我是Lisa，我兒⼦子今年年畢業了了，轉眼間已服務家教會

多年年，曾擔任委員及副主席職位，也很榮幸曾獲選為兩兩屆替代家

長校董，現獲邀請成為「榮譽委員」，繼續服務本會。加入家教

會多年年，我實在獲益良多，當中學習到不同的新知識，對學校加

深了了認識及了了解，體會到學校處理理校政上對學⽣生的關⼼心和照顧。  

      我感謝多年年來來各委員付出無私的奉獻，努⼒力力去辦好每⼀一個活

動。多謝校長，老師，家長們對家教會的⽀支持！ 謝謝！ 

會訊編輯 

   顧問：          嚴志成校長     羅國潤副校長 
   主編：          鄧淑英女⼠士 
   排版及設計： 李秀珍女⼠士 
   編輯⼩小組：    梁秀菊女⼠士    鍾倩儀女⼠士    謝建明先⽣生    藍藍⼦子川先⽣生    
                      溫立⽂文先⽣生    黃淑鳴老師

何淑芬女⼠士

不經不覺，已做了了「榮譽委員」⼀一年年

了了，我兒⼦子已上了了⼤大學⼀一年年級。其實已

為家長教師會服務了了七年年，過往與歷屆

家長委員⼀一起合作籌備活動，過程經歷

學習、合作、分享、交流，⾃自⼰己亦獲益

良多。過去、現在、將來來都樂意參參與會

務，享受過程。 

榮譽委員 
深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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