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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十分高興連任成為家教會委員，過去兩年在會內擔任總務的我，透過每次的會議，與老師和委員間的互相協作，學習到

許多新事物，並讓我體驗到看似簡單的日常事務，背後的流程其實並不簡單。例如挑選飯商、校車商、校服商、遊學團、親子旅

行的承辦商等，及至一些校內的維修工程如洗手間、飲水機、冷氣機、禮堂地板翻新等等事宜，都是要經過多番審慎的審批才能

通過的。

承蒙各位委員的厚愛，今屆被選為主席，自覺「任重而道遠」。兩年來累積下來的經驗，令我在處理事務上更客觀和深思熟

慮，視野更長遠和宏觀。

在未來這兩年，我會更努力承先啟後，繼續作為家校之間的橋樑。盡力加強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溝通和理解，適時反映家長們

的疑問與期望，為的是同學們能在一個愉快和力臻完美的校園渡過小學的快樂時光。

謝謝大家的支持和鼓勵。互勉之！

 主席姜姵如女士

2020年1月

第九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成員

當然顧問 胡艷芬校長

榮譽顧問 王志德先生(畢業生6A王雪盈家長)

               羅志文先生(畢業生6C羅瑋藍家長)

               陳美和女士(畢業生6A盧悅情家長) 

 家校攜手同合作  健康成長樂校園

參加小耶穌聖誕生日派對 參加賽馬會家校童喜動活動 主席和家人到外地旅遊，
共享家庭樂

主席一家共慶生辰

主    席 姜姵如女士 (5A 梁品淳 3E 梁品嘉 )  

副 主 席 曾運連女士 (5B 黃栢謙 1A 黃晞瑜 ) 陳藹欣副校長

秘    書 吳玲鳳女士 (2D 郭沛君 ) 潘凱珊老師

司    庫 梁慧欣女士 (5A 葉恒睿 2C 葉晞桐 ) 何永康老師

聯    誼 鄭志惠女士 (1B 馬灝峰 ) 陳嘉應主任

總    務 吳劍雄先生 (2E 吳奕羲 ) 吳芷欣老師

宣    傳 鄭嘉茵女士 (5D 朱朗希 ) 李燕芬主任

家長愛心隊 邱艷樺女士 (6D 楊竣傑 1B 楊雅琳 ) 袁燕禎姑娘

顧問：校監張明德神父、胡艷芬校長  編輯：鄭嘉茵女士、李燕芬主任

後排左起：何永康老師 吳芷欣老師 陳嘉應主任 袁燕禎姑娘    

          李燕芬主任 潘凱珊老師  陳藹欣副校長

前排左起：姜姵如女士 曾運連女士 梁慧欣女士 王志德先生 

          陳美和女士 胡艷芬校長 羅志文先生 吳玲鳳女士 

          鄭嘉茵女士 邱艷樺女士 鄭志惠女士 吳劍雄先生

主 席 的 話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於2019年11月23日（星期六）舉行，家長鼎力支持出席。當天，先由家教會副主席陳藹欣副校長主持會員

大會，報告過去一年會務及財政報告等，感謝家長積極參與及支援學校活動進行。接着，由匡仁心理輔導中心張穎思博士擔任家長講

座嘉賓，與家長分享「如何透過親子關係處理兒童網癮」，張博士談到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日常生活中親子互動時間是最有效防止

孩子網絡成癮的良方，張博士又提供不少定立及執行網絡使用規則的小貼士，家長聽得投入，不時微笑點頭，獲益不少。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講座，邀請了張穎思博士為我們講解「如何透過親子關係處理兒童網癮」的重要。張穎思博士是

註冊的心理學家，她對如何透過親子關係處理兒童網癮也有獨到的心得，以下是講座重點內容節錄，希望對各家長在處理兒童網

癮有所幫助。

1. 怎樣才算是網癮

 對遊戲失去控制力，日益沉溺於遊戲，日常活動都須

   讓位於遊戲，即使出現負面後果，遊戲仍然繼續下去。

 在個人、家庭、社交等各領域造成重大的損害，並明

    顯持續了至少12個月。

2. 如何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表達疼愛，關懷，鼓勵

 有效溝通

    -聆聽心聲、尊重感受

    -真誠表達

 共享樂趣

    -平等相處

    -讓孩子參與選擇

 建立互信關係

    -了解孩子的強弱

    -給孩子可負責的部份

 親子互動時間

3. 定立有關網絡使用的規則

 使用時間長短

 用途類別

 循序漸進

    -由小至大

    -由家長主控至孩子自控

 以身作則

 家長參與

 成功守承諾時給孩子認同和讚賞

 訂立合理及沒有灰色地帶的規則

 提出及執行貫徹始終的選擇

 態度及語氣要堅定

4. 提供可行選擇給孩子「有得揀」

 給孩子自行決策和解決問題的機會

 避免潛在的問題行為和權力鬥爭

 向孩子提供與年齡相符的選擇

 選擇的內容必須是家長和孩子都能接受的

考考你：

1. 家長講座的主題是甚麼？

2. 本學年共有多少位同學

    得到品德進步獎呢?

副主席陳藹欣副校長主持會員大會, 

報告去年的各項工作

家長積極參與家長講座

出席家長用心聆聽家教會工作報告 胡校長公佈第九屆執委名單 兩屆執委大合照

2019-2020年度家教會周年大會

家長講座「如何透過親子關係處理兒童網癮」分享

 胡校長、 張博士及來賓來一張大合照

張博士分享「如何透過親子關
係處理兒童網癮」

胡校長感謝張博士團隊到校分享

家長輔導員親子經驗分享

1. 家長講座的主題是甚麼？



親愛的心瑤：

升上三年級後你學
會 了 自 律 ， 每 天
自動自覺地完成功
課，也會自覺完成
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情，能做到早睡早
起，從不懶床，我
最棒的心瑤，媽媽
希望你以後繼續做
好自己，認真對待
學習，只要你努力
就能改變，加油！

愛你的媽媽上

3E 鄭心瑤

19-20 年度品德進步獎得獎名單

1A 黃寧 2A 李柏陞 3A 陳昱燊

1B 張琪敏 2B 梁卓朗 3B 徐芷晴

1C 朱梓軒 2C 施博峻 3C 林哲皓

1D 余桀龍 2D 陳嘉軒 3D 林煜翔

1E 冉柏羲 2E 陳樂謙 3E 鄭心瑤

4A 李允蕎 5A 張凱琪 6A 嚴焯樂

4B 林哲瀚 5B 林馨菲 6B 羅樂兒

4C 史明陽 5C 蔡寶愉 6C 趙倬瑩

4D 吳梓涵 5D 姚慧妍 6D 魏芍娟

4E 鐘偉耀 5E 林晉賢 6E 韓昊軒

親愛的黃寧：

很高興你能愉快地適應學校的生
活，見到你在學校開心地學習，
認識到很多新的朋友，見到你一
點點在進步，媽媽覺得很欣尉。
希望你能保持好的品行，繼續努
力，改正不足。不要害怕困難，
勇敢挑戰！媽媽最愛你那陽光般
的笑容，加油！

愛你的媽媽上 

1A 黃寧

親愛的梓軒：

爸爸媽媽都很開心，想不到你已習慣
新學校，而且亦常常聽到你分享與老
師的良好相處。在此我們都很感謝各
老師對梓軒的照顧及體諒，萬分感謝
各老師。

爸媽希望你能繼續向上，天天努力。

愛你的爸爸媽媽上 

1C 朱梓軒

親愛的樂謙：

很高興看到你每天的進步，欣賞你對每個人
都有禮貌及常常面帶笑容。就算你遇到困難
也會笑着去面對，這是很好的正面態度。希
望你能在學術上也得到進步。加油！你做得
到的！我們永遠支持你！

愛你的爸爸媽媽上 

2E 陳樂謙

親愛的柏陞：

從小你是一個活潑好動的孩子，時常要媽媽提點
要尊重有禮貌，雖然如此，但你經常會主動幫助
別人，爸爸媽媽很高興你獲得品德進步獎，這是
老師對你的肯定，亦證明你會把爸爸媽媽教導你
的事情銘記於心，希望你日後能把好的品行去影
響同學和朋友，互相幫助，互相勉勵，齊齊做個
好孩子。

愛你的爸爸媽媽上 

2A 李柏陞
親愛的嘉軒：

媽媽很開心你獲得品行進步

獎，因為爸媽常常教導你要

對人有禮貌，老師教導你要

聽師長的話，現在媽媽知道

你能做到，繼續努力，不要

辜負父母和老師的期望。

愛你的媽媽上 

2D 陳嘉軒

親愛的允蕎：

很感恩你能獲得品德進步獎，我感到非常高
興，品德對一個人是很重要的，希望你能繼
續努力，將來要做一個品格上進的人。

愛你的媽媽上 

4A 李允蕎

親愛的梓涵：

你做得很好！媽媽知道你是一個
乖巧的孩子，希望你永遠懂得感
恩、珍惜，繼續以善心愛人，助
人為樂。

愛你的媽媽上 

4D 吳梓涵

親愛的焯樂：

雖然去年你因環境變化遇上了挫折，但媽媽十
分高興，你沒有退縮，努力勇敢面對這些困
難，媽媽十分欣賞你這種態度！以你為傲！

愛你的媽媽上 

6A 嚴焯樂

親愛的倬瑩：

感謝老師的教導及倬瑩的努
力，倬瑩你在我心目中一直是
個很乖巧的女兒，家人及朋友
們每次都會不停讚她，希望倬
瑩永遠做個有品德的人。

愛你的爸爸媽媽上 

6C 趙倬瑩

親愛的樂兒：

你是個非常幸運的小孩子，能夠在一間老師有

愛，有責任的學校讀書，四年級的班主任李老師

及五、六年級的劉老師不斷鼓勵你，支持你，對

你付出的心機和時間，你應感受得到，應該時常

感恩、感謝曾經教導你的每一位老師，成績是重

要，但品格更重要，快要升中一了，希望你能到

一間老師有愛、有責任感的學校繼續學習。

愛你的媽媽上 

6B 羅樂兒

親愛的慧妍：

你能得到此獎，証明已經
長大了，思想已開始成熟
了。我希望你能有正面的
學習態度，在學業上有所
提升，有進步的空間。

努力！努力！繼續努力！
愛你的爸爸媽媽上 

5D 姚慧妍

親愛的凱琪：

承蒙老師的錯愛，授予你品德進步

獎，爸爸、媽媽由衷的為你感到榮

幸，這個獎項是對你過去一個學期最

好的肯定。但是，希望你在高興之

餘，也要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不能

停步不前。最後聽從老師的指導，團

結和關愛同學，關心班級事，以更佳

的狀態迎接新的學期到來。

愛你的爸爸媽媽上 

5A 張凱琪

親愛的晉賢：

恭喜你獲得品德進步獎，這一

年你不但個子高了，功課認真

完成了，性格成熟了不少，而

且也越來越有責任感，更學會

關心他人，媽媽也為你感到高

興，希望你繼續努力學習。

愛你的媽媽上 

5E 林晉賢

親愛的桀龍：

感謝老師們對桀龍的教導

和栽培，桀龍在這個學期

中進步很大，希望以後他

可以再接再厲！做個德、

智、體全面發展的學生。

愛你的爸爸媽媽上

1D 余桀龍

親愛的芷晴：

拿到這個獎家人也非常替你高興！

希望你在未來的人生中都懷有一顆

善良的心，無懼挫折與失敗。

愛你的爸爸媽媽上

3B 徐芷晴

親愛的煜翔：

很開心煜翔獲得品德
進步獎，多謝校長和
老師的教導，相信好
的學校教育和家庭教
育結合，能給煜翔一
個良好的土壤，讓誠
實善良的品德，猶如
一棵種子植根於土壤
中，影響他一生。相
信煜翔會珍惜這項榮
耀，繼續努力！

愛你的家人上

3D 林煜翔
親愛的哲瀚：

當媽媽知道你獲此獎項的時候，內心非

常感動和歡喜，一切的辛勞也是值得

的。媽媽常常說：「做人要誠實，品德

很重要。」今天你能獲此獎項，證明你

能做到媽媽對你的教導。希望你能繼續

努力，做得更加好，更有進步。

愛你的媽媽上 

4B 林哲瀚

很高興看到你每天的進步，欣賞你對每個人
都有禮貌及常常面帶笑容。就算你遇到困難
也會笑着去面對，這是很好的正面態度。希
望你能在學術上也得到進步。加油！你做得

2E 陳樂謙

你做得很好！媽媽知道你是一個

親愛的煜翔：

很開心煜翔獲得品德
進步獎，多謝校長和
老師的教導，相信好
的學校教育和家庭教
育結合，能給煜翔一
個良好的土壤，讓誠
實善良的品德，猶如
一棵種子植根於土壤
中，影響他一生。相
信煜翔會珍惜這項榮
耀，繼續努力！

愛你的家人上

都有禮貌及常常面帶笑容。就算你遇到困難
也會笑着去面對，這是很好的正面態度。希
望你能在學術上也得到進步。加油！你做得 親愛的煜翔：

很開心煜翔獲得品德
進步獎，多謝校長和
老師的教導，相信好
的學校教育和家庭教
育結合，能給煜翔一
個良好的土壤，讓誠
實善良的品德，猶如
一棵種子植根於土壤
中，影響他一生。相
信煜翔會珍惜這項榮
耀，繼續努力！

愛你的家人上

品德進步獎獎座

2019-2020家長教師會品德進步獎



委員心聲

財政報告

曾運連女士（副主席）

很榮幸能夠成為家

教會副主席，在此

多謝校方和家長們

對本人的信任及支

持。在未來兩年的

日子裏，本人和家

教會成員，將秉承

學校家校合作的理

念，繼續為學校，

為家長服務。

鄭志惠女士（聯誼）
大家好，衷心感謝
大家支持，我很榮
幸能夠成為家長教
師會一份子。通過
家長教師會各種豐
富的活動，讓我學
習到很多東西，受
益非淺。明白到孩
子的全面發展需要
家校共同的努力，
為了孩子們能健康
快樂、積極向上的
成長，希望自己能略盡棉力。謝謝大家！

陳藹欣副校長（副主席）
本屆家長委員有的已擔任家長義工多年，有的上屆已當選在家教會服務，大家都熱誠投入，在學校各活動和事務中參與及支持，感謝各老師委員和家長委員的付出，共建家校合作橋樑。

吳劍雄先生（總務）

從短短的幾個
月中，不僅結
識許多優秀的
家長義工，更
讓 我 與 學 校
保 持 良 好 的
溝通，互相瞭
解，亦充分體
會到「剛毅求
真」的精神！

潘凱珊老師（秘書）

家長教師會是家庭與學校溝通的橋樑，

是家長與教師交流的平台。有幸成為家

教會執委教師代表，期望家校合作，讓

同學們更享受他們的小學生活，促進身

心靈的健康成長。

李燕芬主任（宣傳）

家教會一直是家校合作的重要橋樑，今
年很高興可以成為一份子，期望透過參
與不同的活動，加強與家長們的溝通，
發揮家校合作精神，讓莘莘學子的小學
生活更添色彩、健康成長。

吳芷欣老師（總務）

很高興今年成為家教會執委的一份子。
以往參與不少家教會活動，現在擔任執
委的我，會盡力做好工作，希望學生、
家長及老師都能在九龍灣聖若翰的大家
庭中渡過充實而快樂的時光。

陳嘉應主任（聯誼）

今年很榮幸成為家教會的一分子，讓我除了

在平日的工作外，又多了一個機會跟各位執

委合作，為大家服務。希望透過日後合作上

的分享、交流，一方面協助推動家教會的發

展，另一方面繼續發揮家校合作，讓我們的

同學健康、快樂地成長。

梁慧欣女士（司庫）

很高興能得到各位家長
的支持，成為家長教師
會的一份子。期望可以
和一眾熱心的家長與老
師們一起合作籌辦活
動，為同學們提供愉快
的校園生活。

邱艷樺女士（家
長愛心隊）

多年來見證着小朋友的成長及老師的

熱誠，孩子在假期裏也希望可以回校

上課，足以證明學校對小孩子的愛從

不缺。

吳玲鳳女士（秘書）

感謝校長、老師和家長的

信任，很榮幸成為家教

會的成員，使我與學校連

結更加親切，溝通更為方

便。很開心我的孩子能在

這樣溫暖而輕鬆的環境下

快樂學習。我由衷感到欣

慰！謝謝你們對家教會的

支持，我會繼續努力。

鄭嘉茵女士（宣傳）

猶記起會員大會當天，可謂膽戰心驚，

很感謝家長們抽空出席，好讓新一屆

選委會順利通過。由領取委任狀的一

刻，我明白到身上肩負起使命，正如一

句「我會做好呢份工」，日後將盡己綿

力，共建溝通橋樑，達致家校合作，取

得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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