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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姵如女士

今年，在疫情下家教會面對更大的挑戰。每年我們的重頭戲—家教會親子旅行歷來都是家長們最踴躍參加的。師生們、家

長們也能在旅行中加深對彼此的了解和溝通。今年因為疫情關係，已經連續第二年被逼取消了，真的十分可惜。

另外，每年家教會也會出資贊助聖誕禮品包，並由執委們親手於班上派發予學生，以增加節日的歡樂氣

氛。但是上年暫停面授課堂，家教會又已一早預備了禮品包，那如何派到同學們的手中

呢？最後經由學校幫忙，把我們對同學們的心意夾在功課內，家長們拿回家時，送給同學

們一份驚喜！更能於Zoom網上聖誕聯歡會時同步戴上聖誕帽，手持小玩意，仿如現場效

果，師生同樂，相信螢幕旁的家長一定也能感受到歡樂。還有送給準畢業生的生肖錢箱，

亦有別於過往，今年在六年級測驗的最後一天放學的時間，我和另外兩位執委一起親手把

金牛錢箱和學校福袋送到每位同學的手上。同學們很驚喜亦很意外，看到他們喜悅的表

情，真的覺得十分感動，家教會的努力是值得的！

在此，再次感謝各位家長對家教會的支持，往後也請繼續多給予意見，盡量發揮我們

作為家校橋樑的功能。

祝願各位闔家安康，同學們學業進步！

第九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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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一家常到郊外行山 牛年當然要與小牛合照

三父子常到戶外活動 多運動能保持身體健康賞花令人心曠神怡 行山除有益身心，更能賞美景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於2020年11月28日(星期六)舉行，家長鼎力支持，踴躍出席。當天，由家教會主席姜姵如女士主持會員

大會，報告過去一年會務及財政狀況等，感謝家長積極參與及支持學校活動。

家長講座 「如何建立孩子的自我形象」分享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講座，邀請了郭啟晉先生為我們講解「如何建立孩子的自我形象」的重要。郭啟晉先生現職為香

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正向教育研究室服務督導，對如何建立孩子的自我形象有獨到的心得。以下是講座重點內容節錄，

希望對家長們在建立孩子的自我形象有所幫助。

1. 認識性格強項

2020-2021年度家教會周年大會

袁燕禎姑娘及吳劍雄先生
擔任周年大會司儀

家教會執委大合照

主席姜姵如女士主持會員大會, 
報告去年的各項工作 出席家長用心聆聽家教會工作報告

會員大會場面熱鬧，出席者眾



2. 如何建立你的性格突顯強項﹖

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發掘自己的性格強項︰

 你自己的直覺

 家庭、朋友及同學／同事的觀點

 根據性格突顯強項的標準 (AEIOU)

 透過VIA 問卷調查中發現自己最突出的強項

3. 我們每個人也會有24個性格強項嗎﹖

我們每個人也會擁有24性格強項，只是有些強項你會運用得較

容易及自然，有些就比較困難。運用得較容易及自然的我們稱

之為性格突顯強項。

4. 怎樣尋找性格突顯強項﹖

可以依據「AEIOU」參考標準來尋找自己或別人的性格突顯強項

(A) signature strength 一種突顯強項

(E) nergises you, is 能令你有活力

(I) ntrinsically used, you find 是發自內心去使用的

(O) pportunity to use it, 你會尋找機會去使用它

(U) and it feels true  你會從中感到真我

5. 如何運用不同方式去建立性格強項﹖

 讚賞︰具體欣賞子女做得好的行為

 生活體驗︰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去體驗性格強項。

     例如：郊遊、烹飪、打羽毛球、溫習

 閱讀/電視節目︰從故事內容中發掘及欣賞角色的性格強

項，也可以欣賞學生在閱讀過程中的性格強項

2020-2021年度 家長教師會 五年級及六年級 

品德進步獎得獎名單

5A 李進熹 6A 麥煦悠

5B 陳靖風 6B 馮曉悠

5C 林曉樂 6C 李俊毅

5D 香釨灝 6D 姚慧妍

5E 鄭栢恩 6E 余泓樂

麥煦悠

馮曉悠

李俊毅

姚慧妍

余泓樂

5A 李進熹

很多謝老師頒

發品德進步獎給

我，我感到十分開

心和意外，我會努力做一個

品德兼優的好學生。

5C 林曉樂

我很榮幸能獲獎，十分

感謝老師的耐心教導。

今年是十分特別的一年，

因為是透過ZOOM特別難集中精神上

課，但是老師仍然用溫柔和耐心的

態度來教導我們，還設計小遊戲，

令我們更加投入上課。我要更加努

力，不要辜負老師對我的期望。

5E 鄭栢恩

我很感謝所有教

過我的老師，特

別是容天佑老師，

因為他用不同的方法，令我

們記得學習內容，他還說很

多鼓勵的說話，非常感謝所

有老師。

5D 香釨灝

我這次得到品德

進步獎感到十分

興奮和榮幸，我今

年會繼續努力讀書，希望取得

更好的成績。來年我希望自己

在學術和品德上都會有更大的

進步，多謝老師多年來的教

導，我會繼續努力。

6A麥煦悠

我很開心可以獲獎，謝

謝老師的教導，「世上

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每次我有困難時，家人和老師都會支

持和鼓勵我，令我一步步盡自己的努

力解決問題，我以後會更加努力地做

好每件事。

6B 馮曉悠

很榮幸可以獲獎，

因為我認為品德是很

重要的，而且我的品德受到了老

師的肯定，我為此感到光榮又高

興，今後我會繼續努力，更上一

層樓。

6D 姚慧妍

這次可以

得獎，我

感到十分開

心。我要多謝爸爸、媽

媽一直以來的悉心栽培

和教導我，培養良好的

品德。

6E 余泓樂

首 先 要

謝 謝 班

主任給我

這個機會，我也很

榮幸得到這個獎，

我會繼續努力做好

自己。

6C 李俊毅

我很榮幸能夠得到這個獎，首先，

我要感謝教導我的老師，他們教導我

豐富的知識，我真的非常感謝他們，然

後，我最想感謝的是我的家人，他們常說：「今

天的事今天做」，所以令我養成交齊功課的習

慣。我會更努力讀書，取得更好的成績。

5B 陳靖風

十分感謝老師，因為我的進步

是老師的幫助才會成功的，日

後我還要學習更多的知識，努力

學習。

郭啟晉先生與全體家長來一張大合照

郭先生在講座中表演魔術，
家長們聽得份外投入 講座內容令家長會心微笑

姜主席及胡校長感謝
郭啟晉先生到校分享



家教會派發聖誕禮物包

家教會送贈六年級同學金牛錢箱

家長愛心隊

財政報告

在普天同慶的聖誕

節裏，家長教師會特地贊

助及準備禮物包，送給

全校同學。禮物包內有玩

具禮品、小零食及聖誕帽

等，包羅萬有，同學們

收到禮物都露出興奮的

心情。網上聖誕聯歡會當

天，同學們都戴上聖誕帽

一同慶祝呢！

因受到疫情影響，本學年很多活動都無法如常舉行；

即使如此，家長愛心隊也抓緊機會，協助小一及小二同學

進行流感疫苗注射活動。家長義工挺身而出，穿上整套防

疫裝備，令同學可以安心地接種疫苗，實在多謝家長義工

們的付出，有你們的出現，更能體現家校合作的精神。

六年級同學快將畢業，家長

教師會特別贊助及準備新春金牛

錢箱送給六年級同學，作為畢業

禮物，同學們收到新春金牛錢箱

及賀年禮物包也感到開心難忘。

委員梁慧欣女士送贈聖誕

禮物包

同學收到聖誕禮物包, 

立即戴上聖誕帽

胡校長派發聖誕禮物包給
同學

胡校長及李慧儀老師在網
上聖誕聯歡會派發家教會

禮物給一年級同學

同學收到陳藹欣副校長
派發的聖誕禮物包

同學及家長收到禮物樂融融
同學收到禮物十分興奮呢

家教會委員一同送贈新春金牛

六年級同學收到金牛及賀
年禮物包多興奮呢！

同學接到金牛愉快度歲

六年級同學收到新春金牛
作畢業紀念品

農曆新年前收到賀年禮物
真開心

大家來個大合照！ 姜主席及胡校長派發金牛給畢業同學

同學開心接過金牛及賀
年禮物包

變身後的家長愛心隊協助
同學流感疫苗注射

家長義工細心地協助同學
注射疫苗

家長義工耐心協助及
安撫小一同學

感謝家長義工隊幫忙

家長義工用心地聆聽護士
的講解

家長愛心隊已經準備就緒了

同學與家長收到聖誕
禮物包十分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