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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江榮朗家長 江國倫先生

    感恩，感謝主把鄧天恩校長帶進學校來。

    時間過得真快，我們一家在不知不覺間

踏入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已有四年多了，

認識鄧天恩校長也有四年多了。在這期間，

鄧校長給我的感覺是談吐溫文爾雅、處事從

容不逼。之後，我當選了家長教師會主席，

和校長共事時間多了，對她認識又深了一個

層次，原來她對音樂的熱誠是那麼濃厚，除

了在學校教手鈴外，還開設多個音樂活動小

組，希望同學們能夠用音樂來陶冶性情。

    在教學方面，校長絞盡腦汁，設計一套

合適同學們的教學方法，使到同學們有條不

紊地學習，逐步提升他們的學業水平，使他

們輕鬆地踏上升中的大門。

    在這裏，送上一首節錄自聖經的詩篇給

校長，多謝她多年來的辛勞。

          你使泉水湧流谷中，

          蜿蜒於群山之間，

          走獸得到水喝，

          野驢得以解渴，

          在水邊的樹上，

          有空中的飛鳥棲息吟唱。

  （節錄自詩篇104篇）

    做了一年家長教師會主席，很高興能和

鄧校長及一班熱心的家長委員及老師委員合

作，大家都為著孩子有更好的學習及成長環

境而努力。期間，我更感受到一班家長義工

默默的支持與付出，在此我衷心地感謝他

們。期望在來年度與新校長、一班熱心的委

員及家長義工有更好的溝通及合作，繼續為

孩子的成長而努力。

主
席
的

話

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家長教師會會訊

前校長 鄧天恩

孩子與父母的心結連

    有一天，一位做錯事被訓導老師記了缺點

的孩子，在我面前垂下頭非常沮喪地跟我哭訴：

「我做了這件錯事，非常後悔……因為媽媽知道

後……不但會對我失望……而且還非常傷心……我為媽

媽感到難過……我下定決心……以後不會再犯同樣的過錯……不再

令媽媽為我擔心。」

    我被這位孩子真誠的懊悔所感動，體會到孩子其實與母親的心

結連，雖然他仍會軟弱和犯錯，但他在做決定時，能顧及母親的

心，看重自己的行為對母親的影響。這份緊密結連的關係，就是建

基於「愛」的關係，能給予孩子內在的動力，選擇做正確的事，並

竭力保護相結連的心。

孩子與教師的心結連

    有一天，兩位已畢業十多年的校友，懷着自信和感激之情對我

說：「我還記得當年的班主任，非常關心我們，經常與我們談天，

無論是我們的生活瑣事、挫折或困難，她都樂意傾聽，並且以愛心

回應，從中加以鼓勵和引導；我在她身上學會了愛孩子、尊重孩

子，她的言教和身教，一直影響着我們。今天我們也當老師了，仍

以她為榜樣。」

    我頓時體會到，當教師與孩子的心相結連，這個關係確實經得

起歲月和時空的考驗，不管年日多久，教師放在孩子裏面的核心價

值，仍然會引導孩子前行，並且發揮着薪火相傳的作用呢！

孩子與天父的心結連

    這種與孩子心結連的愛，其實與天父對祂兒女的愛一致。

    靠着神的恩典，我們竭力營造一個充滿愛的校園環境，以聖經、

以神的話語及真理的原則，教導我們的孩子。讓孩子認識神，愛神，

遵行神的心意。耶穌說：「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約

14:15）。我們深信當孩子與天父的心結連，就能夠成為心靈健康，

有力量實踐良好品格，並且能全心愛神，熱心愛人的孩子。

    天父將孩子的生命託付給我們，父母和教師，教養孩子成為我

們最大的召命，也是最困難的任務。我們需要的不單是教養孩子的

方法，而是靠着神的恩典，與孩子建立心心相連的關係，以愛與孩

子同行。

    祝願家長和教師，繼續以神所賜「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提後1:7），秉承「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

也不偏離。」的使命（箴言22:6）。

結連心心
校址：沙田馬鞍山頌安邨  電話：2633 9277  傳真：2633 9080  網址：www.catshc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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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毓麒先生（4B劉晞彤家長）

    本人是現屆家長教師會其中一位常務委員。透過參與會議，使我了

解更多學校的日常運作。透過參與及籌劃一些由家長和教師合作的活

動，令我更了解女兒的學校生活，擔任委員之前，亦參加過家長義工協

助學校活動。但不管是當義工或委員，同樣是希望能為學校出一分力和

有更多機會接觸及了解孩子的校園生活。

趙素貞女士（6A鄺睿安家長）

  由於搬家的原故，兒子兩年前以插班生身份進入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還記得

當時我和丈夫皆擔憂兒子能否適應新的學習環境，但學期開始了兩三個月後，我們已

能完全放下這心頭大石。他表現得相當喜歡在學校的學習，並結識了一些要好的同

學。這是因教職員們為學校建立了一個良好的學習氣氛。真要在此向校長，老師和職

員們表示謝意。

  除學生和教職員外，家長也是學校的一份子。希望家長們一同參與家教會的事工

和活動，好使這優良的學習氣氛能延續下去，祝福更多莘莘學子。

熊穎欣女士（4A梁鎰澄家長）

    今年感受最深的莫過於是鄧天恩校長榮休。還記得我第一次和鄧校長會面是為了

選擇合適小學給小兒，那時候我曾向幾所小學提問了一些問題，只有鄧校長作出回

覆，並邀請了我到學校面談，一一解答我的疑問。那種和藹可親以及務實的態度，使

我深深地留下美好的印象，亦令我決定讓小兒入讀這所學校。

  在短短的日子中，看到鄧校長對辦學的熱忱，出心出力地教導及對孩子們的照

顧，讓孩子們在這良好的校園環境裡快樂地學習和成長，感謝您的付出 !

  退休是人生另一個起點，希望鄧校長好好享受悠遊自在的生活，同時也希望鄧校

長有空要回來看看我們的「小精兵」。 在此衷心祝鄧校長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黎明媚老師

   在過去一年，深深體會家校合作的「威力」，感謝各家長委員的投入及

委身。你們能將一件又一件的難事處理好，也能為學校及學生獻上最好的一

切。這些美好的回憶，既珍貴又難忘，衷心感謝各位付出的努力。

委員分享
利麗媚老師

  聖經＜哥林多前書十三章五節＞提到「愛是不求自己的益處」。

  在這高舉個人主義的世代，能做到無私地奉獻實不容易。

  本屆家長教師會的家長委員，不但於平日參與親子閱讀、各科活動日、皮影故

事工作坊等等的義工活動，還不辭勞苦於好幾個晚上，放下個人休息或享受天倫的

時間，共同與教師委員合作，商議並照顧整所學校莘莘學子的衣（校服）、食（午

膳）、住（學校設施）行（校車或道路安全）需要，化解各樣的困難。

  願各家教會的家長委員，出於愛的付出，得蒙天父記念，加倍祝福你們一家。

  為你們的效率和愛心感謝神的教師委員利麗媚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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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玉儀女士（4A汪殷彤家長）

    很高興在過去的一年裡，能與幾位家長以及老師，在校長和主席的

帶領下，一起共同參與學校的大小事務，一同學習、一同分享……

    在未曾成為家長委員之前，我也經常會到學校做家長義工，協助學

校一些學習活動，其間看到各位老師以及校工面對各式各樣的事情都是

那麼全情投入和積極，這証明我在三年前為女兒所選擇這所學校是正確

的。在這三年做家長義工期間，真的給這裡的大家庭深深吸引了。每一

位教職員都在這間學校盡心盡力，並且熱情投入去對待每一位學生以及

家長，真的很感謝妳們啊！

    最後，在未來的日子裡，希望有更多家長能夠成為家長委員或加入

義工團隊，共同建立一個『校園的家』。 

羅惠嬋副校長

    時間過得真快，腦海裏仍記得去年九月家教會會員大會及白石燒烤

的情景，想不到已是一年前的事了。在這一年中，真的很感謝一班熱心

的委員在很多方面都很支持學校。尤其在監察及跟進校服一事上更發揮

了團結一致及彼此配搭的精神，大家都不為甚麼，只為孩子的最大益處

著想。最難得的是一班家長義工，有些義工不是常在校園內「露面」，

但學校有需要，便會「站出來」，群策群力，將事情做好，那怕已是深

夜十二時多或是早上六七時，家長義工們還在「whatsapp」呢！那一份熱誠真的令我很感動！

    一班家長委員及家長義工成了學校很寶貴的資源及財富，希望孩子們能健康愉快地成長，有良好的品

格，將來能學效他們的父母回饋學校及社會，也報答家長們的辛勞。

梁慧敏女士（4B黃日朗家長）

    蒙天父的厚恩，我於2012年4月開始可以由全職的工作轉至半職，

承鄧校長的邀請和各位家長的支持，順利加入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

初次開委員會會議真有點緊張，對大家所討論的事宜都不大知曉。自

兒子日朗一年級開始，其實甚少能夠出席家長活動，連學校的接送也沒

有。轉了半職之後，時間多了，可以接送日朗返學放學，能夠出席家長

學習講座和參與家長祈禱會，認識了一些家長和教職員。在數次委員會

會議中，了解多了學校的平日運作，更有機會與其他委員商討有關學校

的事宜。今年參加委員會令我印象最深刻的，當然是校服的事宜，見到多位家長和教職員努力為同學爭取

權益，自覺能夠成為一份子實在感恩。希望日後可以秉承家教會一貫宗旨，作家長和學校溝通的橋樑，為

同學的身、心、靈發展出一份力。

趙敏芝主任    

    當我想起學校的家長教師會，我就立刻想對我們的家長說一句「多

謝」，特別是多謝家教會的家長委員、家長義工及一些默默付出的家長

們。多謝他們一直支持學校，協助老師，實踐家校協作，為謀求學生的

福利而無條件奉獻。

    記得最初與學校家長義工合作是安排試後閱讀活動，看見家長們為

學生講故事，安排延伸活動，排演話劇，甚至最後安排演出活動，讓全

校學生欣賞。他們的能力、幹勁、熱誠，深深感動我，令我十分欣賞。

事實上，無論學校舉行甚麼活動，家長義工們都積極服務，例如：戶外

參觀、科學日、午間講故事、聯課活動、綜合課……有些家長更長期為

學生訓練朗誦、跳舞或補習中英文，他們為學生做的，確實使他們在學習上能夠得到更大的裨益。

    我去年有幸擔當家教會委員，在開會的時候，看見老師家長為共同目標合作，大家的投入、積極和付

出，使我感到十分欣喜，希望學校在大家的努力下，將來發展得更好，為我們的學生帶來更美好的將來。

3



2012-2013
8月 小一學生及家長適應活動

9月

校園開放日暨家長會

親子燒烤樂（一年級）

小一及幼稚園家長觀課

陸運會親子競技活動

10月

家教會周年會員大會

親子燒烤樂（二至六年級）

家長教師會快訊

11月

第一期親子羽毛球同樂日（11月至2月）

第一次家訪

「感恩」親子攤位設計比賽

「關愛互助．燃亮生命」

計劃親子活動（11月至1月）

六年級「中學巡禮2012」

第一期課外活動開放週

12月

「【家】‧Like？！」聖誕懇親佈道晚會

一至四年級家長接見日及親子「感恩」活動

全校親子旅行

小一「親子齊學齊玩渡聖誕」學習活動

2月 香港芭蕾舞團《魔幻舞台》舞台導賞活動

3月

第二期親子羽毛球同樂日（3月至4月）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啟動禮」

樂器技巧訓練班（弦樂團）家長會

「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家長簡介會

「幸福‧信靠‧愛回家」懇親佈道會

家長持分者問卷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挑戰日營

「寬容」親子標語創作比賽

4月

六年級升中選校家長會

家長接見日及「關愛樂融顯愛心」親子活動

「迎三十周年校慶」親子標語、標誌設計比賽

第二期課外活動開放週

5月

歡「寬」起喜‧樂也「容」融親子營

第二次家訪

二年級親子玩具同樂日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親子黃昏營

「樂觀」親子大合照比賽

6月 「家長也敬師」運動

7月

學生學習成果分享會

畢業典禮畢業生茶會

「創意芭蕾舞培訓計劃」分享交流日

親子同樂、家校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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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惠玲女士（5A黃舒琳家長）

    一年又過去了，作為家教

會常務委員已有三年。過去的

一年負責親子閱讀組，工作比

較繁忙，幸而有一班熱心的家

長長期的參與， 親子閱讀組的

工作才得以順利完成，希望來

年能夠有更多家長參與。

    過去幾年，在學校參與義工的經驗中，深深

體會到老師工作的繁重，自己希望能夠出一分

力，分擔少許老師的工作，讓同學有一個更好的

學習環境。

鄧翼雲主任

    閱讀豐富人生！親子閱讀組一

群有心的家長每週定時到校，默默

地陪伴著小孩閱讀，幫助他們經驗

圖書內各種各樣的世界，從而開拓

幼小心靈的想像力，是一件何等美

的事。

    小息是孩子們的黃金時間，好

動的小伙子那管你是誰，又或你如何告知他們閱讀有多

大益處，只要鐘聲一響，他們便會霎時間消失了！那怎

麼辦？整年內家長嘗試用不同的策略去鼓勵學生閱讀，

建立他們的閱讀習慣。無論是稀客或是長期熟客，家長

總是帶著微笑去伴讀，叫他們飽嘗閱讀的滋味，這份執

著和從不計較孩子參與數目的情操，實在令人佩服！

8月 小一家長適應課程

9月
家長英文伴讀工作坊

一年級家長支援聚會

10月 第一次家長工作坊（六色思維、品格教育）

11月

第一期家長班：「提升學習動力」（11月至12月）

第二次家長工作坊：感恩和鼓勵

言語治療家長教育活動

「關愛互助．燃亮生命」計劃家長小組

12月 五、六年級家長祈禱會

1月
第三次家長工作坊：提升孩子說故事能力

第二期家長班：「6A品格教育」 （1月至3月）

2月 「跳躍童真  在學習上如何輔助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孩子」家長講座

5月

第四次家長工作坊：健腦操及繪本教育

家長祈禱會：成長得祝福（5-6月）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愛心之旅」家長工作坊

祝福小五小六孩子聚會

2012-2013

家長教育家長教育

親子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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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12-13家長義工服務一覽表

工服務
從服務中實踐關愛

9月
協助小一學生適應及午膳

協助學生午膳及監察午膳質素

10月
小五英文科戶外學習  太空館及星光大道

小一至小二午間伴讀開始

11月

三年級專題研習戶外學習  馬鞍山社區大搜查

家長日「感恩」攤位遊戲

二年級參觀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一年級牙科保健

12月

2013家長校董選舉

英語同樂日

學校聖誕佈置及小禮物製作

1月
四年級參觀水資源教育中心

六年級參觀科學館

2月 中國文化日

3月 科學日探究活動

4月

跟進夏季和冬季校服事宜

六年級參觀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協助三及六年級說話訓練

四年級參觀歷史博物館

5月 五年級參觀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6月

「閱讀全接觸」圖書閱讀日

二年級參觀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四五年級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三六年級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聖經班

7月
學生學習成果分享會

贊助畢業禮茶會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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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學習型家庭
獎勵計劃得獎名單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邀請學校提名

家長或老師成為「家校合作大使」，藉以表揚

他們對家校合作的貢獻。經家長教師會常務委

員會提名，並獲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接

納，右列家長獲頒發「家校合作大使」獎狀。

2012

家長義工

嘉許計劃

 012 2
    為了鼓勵及表揚家長義工，本校參予社會福利署轄下「義務工作
委員會」舉辦的義務工作嘉許計劃。按照嘉許計劃的標準，獲得「義
務工作嘉許狀」的家長有：

    銅獎    服務達50小時或以上

    4B何子呈家長  吳玉瑛女士

    5A黃舒琳家長  黃惠玲女士

本校家長義工服務隊全年服務時數共達642小時，
獲團體服務銀獎。

家校 大使
3B洪廷憲家長  周  娟女士

4A梁鎰澄家長  熊穎欣女士

4A汪殷彤家長  張玉儀女士

4B黃日朗家長  梁慧敏女士

4B何子呈家長  何建立先生

4B劉晞彤家長  劉毓麒先生

5A黃舒琳家長  黃惠玲女士

5A江榮朗家長  江國倫先生

6A鄺睿安家長  趙素貞女士

6A陳樂晴  2A陳思宇家長  李佩君女士

6B周頌榮家長  許燰龍女士

珍珠獎及榮譽證書：2A陳思宇  6A陳樂晴家庭

水晶獎及榮譽證書：5A黃舒琳家庭

鑽石獎及榮譽證書：4A汪殷彤家庭

2012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2A 尹曉朗家庭 2B 何曉晴家庭 2C 植詠希家庭 4B 何子呈家庭
2A 丘柏希家庭 2B 吳依霖家庭 2C 黃君霈家庭 4B 劉晞彤家庭
2A 李心蕎家庭 2B 張天欣家庭 2C 黃貝怡家庭 5A 司徒婉詩家庭
2A 姚霆謙家庭 2B 程嬿霖家庭 2C 王晉謙／晉朗家庭 5A 江榮朗家庭
2A 區駿浩家庭 2B 黃子恒家庭 2C 鄭浩憫家庭 5A 吳依蓁家庭
2A 陳雪琴家庭 2B/4B 蔡寶怡/寶城家庭 3A 蕭倚聆家庭
2A 黃澤軒家庭 2C 梁珈芪家庭 3B 洪廷憲家庭
2A 劉考恩家庭 2C 郭少廉家庭 4A 李安琪／安恩家庭

榮
譽
證
書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2A 朱孝釗家庭 2B 陳逸翔家庭 2D 梁家晉家庭 4B 黃日朗家庭
2A 周永銳家庭 2B 陳穎翹家庭 3A 吳毅軒家庭 5A 趙文韜家庭
2A 梁樂勤家庭 2C 周威佐家庭 3A 黃熙源家庭 5A 譚詠之家庭
2B 吳瑋棋家庭 2D 李美妍家庭 4A 林展軒家庭 6A 鄺睿安家庭
2B 郭詠蕎家庭 2D 胡汶希家庭 4A 楊日信家庭 6B 周頌榮家庭

優
異
證
書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2A 周洵美家庭 2B 張景揚家庭 2D 方超慧家庭 4B 王滇達家庭
2A 陳淦泉家庭 2B 許展顏家庭 2D 江芍琳家庭 5A 朱影琳家庭
2A 黃千睿家庭 2B 黃嘉晴家庭 2D 梁家茵家庭 5A 許家澄家庭
2A 黃星然家庭 2C 巫凱瑤家庭 2D 鄧皓名家庭 5B 梁爾立家庭
2A 劉顯揚家庭 2C 林翠茵家庭 3B 林漢持家庭 6A 侯靖蕎家庭
2A 黎衍彤家庭 2C 梁嘉雯家庭 3B 曾郁翔家庭 6B 林冠朗家庭
2A 蘇梓瑩家庭 2C 彭潤堅家庭 3B 蔡俊杰家庭
2B 丘晋曦家庭 2C 黃靖妍家庭 3B 鍾雅婷家庭
2B 姚欣悅家庭 2C 黃綺琳家庭 4A 梁鎰澄家庭

證
書

備註：以上班別為本年度（13-14年度）班別。 7



家長義工名單

財政報告

收入 $ 

承上年度結餘 44,744.66 

政府撥款 14,626.00 

會費收入 10,140.00 

活動收入 25,190.00 

畢業典禮家長助 8,430.00 

103,130.66 

支出 $

家長班支出 5,000.00 

會訊印刷費 4,300.00 

活動津貼 34,824.50 

畢業典禮茶會 8,390.90 

獎學金 1,400.00 

退回校服款項予家長 3,124.00 

會員大會及家長班飲品 1,092.00 

其他 1,081.80 

下年度結餘 43,917.46 

103,130.66 

備註（1）：活動收入項目：

1. 親子燒烤 $18,480.00 ; 2. 親子日營 $2,400.00；

3. 親子羽毛球 $2,100.00；4. 水仙花 $2, 210.00 

12-13年度收支結算

備註（2）：活動津貼項目：

1. 親子燒烤 $22,254.00；2. 親子日營 $7,338.50；

3. Fun Day $896.00 ; 4. 中國文化日 $2,857.60；

5. 科學日 $1,025.60；6. 接見家長日攤位物資 $452.80；

備註（3）：其他支出：

1. 選舉用信封$108.80；2. 書叢年費$500； 

3. 義工禮物$473.00

備註（4）：以上收支結算報告經由許廸和先生

（5A許家澄家長）義務審核

鳴謝
    本屆家長教師會承蒙校長、一班常務委員及家長義工支
持，使會務得以發展，尤其一群熱心付出的家長義工，本會謹
此致謝。

主 席：江國倫先生        顧問：鄧天恩校長

副主席：趙素貞女士        羅惠嬋副校長

秘 書：熊穎欣女士        利麗媚老師

財 務：劉毓麒先生        黎明媚老師

康 樂：梁慧敏女士        趙敏芝主任

宣傳及聯絡：張玉儀女士       王嘉怡姑娘

會籍及圖書：黃惠玲女士       鄧翼雲主任

第四屆家長教師會
常務委員名單

陳加來 曾秀蘭 范雪萍 顏春花 黃碧君 趙廣達

陳春花 鄧滿雲 陳建其 謝仕娣 曾會方 杜麗賢

王  薇 楊淑晶 區惠芬 鄭蓓蓓 吳玉瑛 杜婉儀

麥露娜 陳詠怡 吳碧慧 徐建敏 張玉儀 趙惠萍

阮惠東 薩詠詩 鄭昱沂 吳慧儀 梁淑儀 衛 

林有嫻 梁秀雲 何約翰 唐玉梅 黃嘉穎 趙素貞

鄭惠玲 冼淑玲 洪家鳳 馬淑霞 陳  雯 許燰龍

鄭冬敏 林鈺燕 陳麗洪 馮小芬 方綺華 萬佩珊

何美好 何慧珊 張麗如 張玉珍 黃惠玲

張燕枚 呂清華 張維津 郭春梅 蘇健玲

李佩君 劉翠碧 周  娟 熊 欣 吳愷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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