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好！我是畢業生葉恒睿和4B班葉晞桐的媽媽。我很感謝各位家長們的支持和信

任，讓我能繼續成為家教會的一分子，並在今屆被選為主席。在任職家教會的兩年間，讓

我更深入了解學校的辦學理念，並深深體會到校長、老師和職工們對同學們的付出。特別

在疫情期間，大家各司其職，竭盡所能地去安排不同的活動給同學們，讓同學們有一個不

一樣的學年。

時光飛逝，眨眼間我都已經加入學校的家長義工隊有差不多七年了。回想起剛做「故

事媽媽」的時候，面對一個陌生的環境都有點手忙腳亂，幸得其他的義工媽媽幫忙和提

點，讓我可以和同學們享受一段愉快的時光。

在未來的日子，我衷心希望大家能踴躍支持及參與家教會的活動，一同實踐「家校合

作」，讓我們的孩子能在快樂的環境中成長。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主席梁慧欣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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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校監張明德神父、胡艷芬校長  編輯：區慧珊女士、曹素冉主任顧問：校監張明德神父、胡艷芬校長  編輯：區慧珊女士、曹素冉主任顧問：校監張明德神父、胡艷芬校長  編輯：區慧珊女士、曹素冉主任

家校合作  互信互助  培育孩子  快樂成長

顧    問

校監張明德神父

胡艷芬校長

陳美和女士(畢業生6A盧悅情家長)

主    席 梁慧欣女士(4B葉晞桐)

副 主 席
吳劍雄先生

(4D吳奕羲  1C吳晞榆)
陳藹欣副校長

秘    書 吳玲鳳女士(4D郭沛君) 吳詠妍老師

司    庫 李皚芝女士(5A鄭苡娸) 劉慧玲老師

聯    誼 黃振邦先生(3C黃晞瑜) 吳宇傑主任

總    務 邱艷樺女士(3D楊雅琳) 陳啟聰老師

宣    傳 區慧珊女士(2E何芷澄) 曹素冉主任

家長愛心隊 鄭嘉茵女士(2C朱朗荍) 陳嘉穎姑娘

第十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成員

後排左起: 吳詠妍老師 劉慧玲老師 陳啟聰老師 吳宇傑主任 
          曹素冉主任 陳嘉穎姑娘 吳劍雄先生 陳藹欣副校長

前排左起: 胡艷芬校長 張明德神父 黃振邦先生 區慧珊女士 
          李皚芝女士 邱艷樺女士 吳玲鳳女士 梁慧欣女士 
          鄭嘉茵女士



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於2021年11月27日(星期六)舉行，近一百位家長及老師出席。當天，校監張明德神父感謝家長教師會

執委在過去兩年的積極支持及協助推行會務工作。接着，由第九屆家教會主席姜姵如女士報告2020-2021年度的家教會會務及財務事

宜，然後舉行了第十屆家長教師會執委的就職儀式。就職典禮後隨即舉行「如何說孩子才會聽」專題講座，由資深教育人士余國建先

生與家長分享如何有效親子溝通，現場氣氛輕鬆融洽，再次感謝各位家長的支持！

余國建先生從事培訓及輔導工作二十多年，現於心靈階梯擔任培訓總監，同時兼任香港中文大學學校發展主任及香港教育大學兼

任客席講師，並透過出版教材及在雜誌撰寫專欄，推廣家長教育。余先生育有兩子一女，其中五年更當上「全職爸爸」，對教養子女

有深刻的體會。以下是講座重點內容節錄，希望對各家長在親子溝通方面有所幫助。

1. 溝而不通的原因─4D語言暴力

  診斷(Diagnose)：揣測、質問、嘲諷、標籤

     - 直接/間接評定對方缺失之處

  命令(Demand)：要求、威脅、利誘、勒索

     - 迫令對方就範

  否定(Deny)：辯解、扭曲、推卸、比較

     - 否定對方言行、想法、感受

  應該(Deserve)：建議、指導、責任、假如

     - 說教評理，指出對方錯處

2. 贏取孩子合作的七種說話方式

  以回應代替反應

  以精簡代替嘮叨

  以觀察代替評價

     - 觀察是將所見所聞如實反映，不偏不倚地描述出來

  以同理代替道理

  以提問代替質問

  以請求代替要求

     - 自己想改變現狀，便需向對方作出請求

     - 要求或命令是高高在上

     - 請求是邀請對方協助幫忙，以滿足自己的需要

  用「我」代替「你」

     - 「我期望 」而不是「你應該 」

     - 「我聽不到」而不是「你無講」

     - 「我想知」而不是「你要講 」

     - 「我感到」而不是「你令我」

3.「先情後理」的黃金定律

4. 金句分享

  溫和的回答，平息忿怒；激昂的言語，使人動怒。

                                                         (箴15：1)

  多言難免無過，明智的人必約束自己的唇舌。

                                                       (箴10：19)

  親切的言語，有如蜂蜜，使心靈愉快，使筋骨舒暢。

                                                       (箴16：24)

吳芷欣老師及吳劍雄先生
主持周年會員大會

校監張明德神父帶領祈禱及致辭 第九屆執委報告去年的各項工作

兩屆執委大合照

家長講座 「如何說孩子才會聽」分享

2021-2022年度家教會周年大會

1. 本年度的會員大會
   在哪天舉行?

2. 家長講座的主題是甚麼?

考考你︰

感謝余先生到校分享 講者分享教養孩子的經驗 家長們積極回應 大家專心聆聽



2021-2022年度品德進步獎得獎名單

1A 簡綽蒨 2A 區煜熙 3A 李凱彤

1B 袁景駿 2B 林易行 3B 鄧銳堯

1C 吳梓浚 2C 劉惠心 3C 關日曦

1D 陳智衡 2D 鄭泳鈺 3D 陳語翹

1E 潘煥瑜 2E 鄭燕翔 3E 張琪敏

4A 伍浩塱 5A 羅姵淇 6A 朱勵盈

4B 吳梓瑜 5B 劉卓姿 6B 關潼謙

4C 陳樂謙 5C 陳梓晉 6C 吳雨臻

4D 戴鎧欣 5D 黃俊熙 6D 陳朗喬

4E 鍾卓男 5E 叢子軒 6E 簡卓森

1A簡綽蒨

親愛的蒨蒨：

得知你獲學校家教會頒發「品德進

步獎」，我們都感到非常欣喜。我

們明白你已經非常努力學習，在學業

及品德上一直進步，爸爸媽媽希望你

每天開心、自信，享受你的校園生

活！加油！你真棒！

愛你的爸爸媽媽 上

2A區煜熙

親愛的煜熙：

你是一個能幹、乖巧的孩子，用自己的

不懈努力證明你的進步，希望你更上一層

樓。望你記住「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只

要努力，再大的困難都能克服。

愛你的媽媽 上

1B袁景駿

親愛的景駿：

很開心你能夠拿到「品德進步

獎」，由最初怕羞的你，到現在認識

了這麼多的同學，每天放學回家跟我

分享學校的趣事，我真的很興奮。見

證着你的成長，也很感恩你能夠遇到

一班好老師、好同學，每天都帶

給你無比的快樂！

愛你的媽媽 上

3A李凱彤

親愛的乖女凱彤：

恭喜你獲得由家教會頒發的第一

次學業評估「品德進步獎」，我們

都感到非常開心。希望你繼續努力和

開心學習，做好自己的本分，不怕困

難，不要放棄，做個勇敢、開心、努

力和有愛心的人。

愛你的媽媽 上

3C關日曦

親愛的曦曦：

很高興接到老師的來電，通知我你得到了「品德

進步獎」。開心不只因為有獎項，而是你的努力，

你的進步。媽媽知道有些事情對你來說有點困難，

但希望你能夠像你的品德一樣，用你的努力慢慢改

善，一定會有進步的。

愛你的媽媽 上

3B鄧銳堯

親愛的銳堯：

轉眼間你已是三年級學生，經過了

一、二年級的不斷停課，可能令你不

懂與同學相處，有時候產生情緒問題。

但在今年這數月的上學期間，我看見

你上學變得開心，在家中也可感受到

你上課比以前留心。希望你繼續努

力，做個品學兼優的好孩子。

愛你的爸爸 上
2D鄭泳鈺

親愛的泳鈺：

我感謝天父讓我擁有你，在這個得獎的日子

裏，我們祝福你。希望我女兒以後虛心學習，

注重品德，不斷上進，力爭具有高尚的道德情

操及良好的文化素養。以你的自信、開朗及毅

力，還有家人的祝福，你一定能夠駛向理想的

彼岸。

愛你的爸爸媽媽 上

4A伍浩塱

親愛的浩塱：

很高興你得到了「品德進步

獎」，證明你是一個愛學校、愛老

師、愛家人和愛同學的乖孩子。我知

道你很愛幫助別人，希望你能繼續做

好自己，更加主動、努力學習。同

時也感謝校長、老師的教導！

愛你的爸爸媽媽 上

4C陳樂謙

親愛的樂謙：

恭喜你獲得「品德進步獎」。你

待人有禮、笑容可掬，能得到老師

們的認同，可喜可賀。希望你日後

能繼續努力，預祝你在學業上也能

更上一層樓。

   We are so proud of you!

愛你的爸媽 上

6B關潼謙

親愛的潼謙：

恭喜你得到了「品德進步獎」，真了不起！媽媽看

見你的努力並沒有白費，十分欣賞你的付出。希望

你日後可以再接再厲，保持下去。

愛你的媽媽 上

6C吳雨臻

親愛的雨臻：

首先恭喜你得到「品德進步獎」，媽媽替你

感到很高興，也為你感到很驕傲。希望你能

保持謙遜的心，繼續努力，成為一個更優秀

的自己。

愛你的媽媽 上

5D黃俊熙

親愛的兒子：

知悉你獲得「品德進步獎」，十分感謝學校

老師對你的悉心照顧，也感恩你能虛心接受教

導。但切記不要驕傲，要本着初心，繼續聽

老師的教導，在各方面更進一步。

愛你的爸爸 上

5E叢子軒

親愛的子軒：

你的自覺和上進是媽媽的驕傲！培養良好

品德是人生的基石。希望你繼續努力！

愛你的媽媽 上

5B劉卓姿

親愛的卓姿：

我知道你獲得品德進步獎，感到很開

心。希望你能繼續留意自己的言行，

做好自己的本分。

愛你的媽媽 上

4E鍾卓男

親愛的男男：

知道你得到「品德進步獎」，媽媽感到非常意

想不到。希望你能將這份堅持和努力維持下去，

在做人、做事、學習方面都有進步。

愛你的媽媽 上

1C 吳梓浚

親愛的梓浚：

爸爸媽媽知道你獲得「品德進步

獎」，真是非常高興，並感到安

慰。你能得到校長和老師們的讚揚，

證明你有努力做好自己。爸爸媽媽

希望你繼續努力，每天都有進步，

繼續有好的品德表現。

愛你的媽媽 上

2C劉惠心

親愛的惠心：

恭喜你獲得了「品德進步獎」！這

半年來，我們看到了你的學習態度和

自我要求都有顯著提高。感謝老師們

的悉心教導。願你在如此溫馨的校園

生活中做得越來越好。

愛你的媽媽 上

2021-2022家長教師會品德進步獎

1. 本年度的會員大會
   在哪天舉行?

2. 家長講座的主題是甚麼?

考考你︰

6D陳朗喬

親愛的朗喬：

感恩你在這六年時間成長了不少，媽媽真的很感謝老師們

對你的教導和潛移默化，好讓你在學習知識之餘，還能認

識可貴的品德教育。從你的進步，讓我看到你的付出和

努力，媽媽欣賞你！期待日後升中，你也能與我一

起分享校園的點滴和趣事。

愛你的媽媽 上



委員心聲
吳劍雄先生(副主席)

承蒙各家長的厚愛，讓我能成功連任

第十屆家教會委員，繼續為大家服

務。在未來的日子，我將會促進學校

和家長有更緊密的聯繫，與大家一同

建立互相關懷和互相幫助的校園文

化。回望這兩年的疫情依然持續，我

們不要鬆懈，希望大家都能關關難過

關關過！在此祝大家2022年，新年進

步，身體健康！

吳玲鳳女士(秘書)

大家好！我是4D班郭沛君的家長。我

在過去幾年積極參與家教會和義工的活

動，今屆誠蒙大家支持能繼續成為家教

會的一員，貫徹始終為學校和學生出一

分力，多謝大家。

李皚芝女士(司庫)

今年是我第一次加入家教會，

十分高興能為學校出一分力！

受到疫情的影響，很多學校的

活動都取消了，希望今年大家

可以除下口罩，見到同學們純

真的笑容！

黃振邦先生(聯誼)

本人很榮幸能夠當選為家教會委

員，為家校合作盡一分力。新冠肺

炎病毒席捲全球，大家要繼續做好

防疫措施，希望能夠盡快回復正常

生活。在此，祝大家新年快樂、身

體健康，同學們都學業進步！

邱艷樺女士(總務)

多謝大家一直支持，讓我能夠連

任家教會委員。疫情下， 學校、

家長及小朋友也要重新適應校園

生活，這段日子實在過得不容

易。來年希望能繼續為孩子們締

造美好的小學回憶。

區慧珊女士(宣傳)

承蒙各位家長的支持，有幸成為

本屆家教會執委之一！作為本校

畢業生，對學校有著深厚的情意

結，亦深深明白到能在學校與家

長中間作一道橋樑的重要意義，

藉此做出彼此支援與分擔，為孩

子們的人生道路作好準備，將本

校的教育信念傳承下去。

鄭嘉茵女士 (家長愛心隊)

今次能夠連任家教會委員，由衷感謝各位家長，你們的每一票都

是推動我們做得更好的動力來源，期待來年有更多樣化的活動讓

我們去發掘。最後，在我的新崗位上，實在有賴家長們支持和參

與才能成事，願彼此合作共擦新火花。

教師執委心聲
我們十分感恩今年有機會加入家長教師會，和一眾熱誠的家

長協力為學校服務。回望過去，即使在疫情這兩年的日子，雖然很

多事情無法由我們控制，但家教會執委們的投入及積極是沒有改變

的，家長們對學校的信任和支持也是我們繼續前進的推動力。

家教會一直是共建家校合作的重要橋樑，希望在未來的日子大

家繼續攜手並肩，一同在教養孩童的路上扶助幼苗，讓孩子們在充

滿愛的大家庭內健康成長，活得精彩豐盛。

考考你答案︰1. 2021年11月27日    2. 如何說孩子才會聽

財政報告 (2021-2022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