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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齊心育人  締造優質校園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我加入家教會已經第四個年頭了。這幾年間參與家教會的事務，令

我獲益良多，不但認識了一班有教學熱誠的老師，而且還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家長執委。大

家都為子女出一分力，希望為孩子們建立優質的家校生活，培養孩子成為一個知識豐富、有責任

感及有自信的人，他日可以回饋社會，發展所長。憑着這股動力，促使我們一班家長執委及義工

們更積極投入推動家教會的活動，成功發揮到家教會以及家長義工團隊功能和力量，這全賴各位共

同的努力，在此本人衷心向各位致謝。

回想過去四年的任期裏面，參與了大大小小的活動，包括聖誕聯歡會、家教會親子旅行、55 周年步行籌款活動及其他各式各樣活

動等等，見到大家無私地通力合作，全心全意為家校服務，所舉辦之活動不但促進家長同子女的關係，亦提升家校之間的溝通，表現

令人欣賞及鼓舞。

見證着過去四年，學校一路平穩向上發展，身為學校的一份子，本人感到非常高興及驕傲。本年，本人很榮幸能以家教會主席的

身份向大家致謝，亦謹代表家教會全員，承諾不忘初衷，加強家校溝通合作，藉此改善學生學習能力，提高學生品德，發揮家長才能，

協助建設校政、推動家長合作精神，締造優質校園。期望在新一年大家繼續為家教會發熱發光，為建立家教會作出共同努力 ! 來年家教

會將陸續舉辦新的活動，期望家長都能踴躍支持參與。如時間許可的話，亦歡迎各家長加入義工行列，為我們日後的活動作更強大的支援!

最後，再次多謝各位家長的支持，祝願各位身體健康，家庭美滿幸福快樂 !

主席陳德興先生

2019 年 1月

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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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    席      陳德興先生 (5C 陳智茵家長 )         副主席     陳藹欣副校長
秘    書      林毅敏先生 (2D 林霈知家長 )                   黃惠紅主任
司    庫      曾運連女士 (4D 黃栢謙家長 )                  趙文君老師
聯    誼      黃燕芳女士 (6A 蘇家寶家長 )                  馬秀賢老師
總    務      姜姵如女士 (2E 梁品嘉 4A梁品淳家長 )      李德燕老師
宣    傳      呂劍華先生 (6B 呂栢瑜家長 )                   陳慧貞主任
家長愛心隊  蒙東曉女士 (5C 朱軒銳家長 )                  袁燕禎姑娘

顧問：校監張明德神父、胡艷芬校長  編輯：呂劍華先生、陳慧貞主任

主席的話

後排左起：蒙東曉女士 黃惠紅主任 李德燕老師  趙文君老師
              馬秀賢老師  袁燕禎姑娘 陳藹欣副校長 陳慧貞主任
               黃燕芳女士 呂劍華先生
前排左起：曾運連女士  姜姵如女士 王志德先生 陳德興先生 
               胡艷芬校長  陳美和女士 羅志文先生 林毅敏先生

執委在周年大會後合照執委呂劍華先生協助運
動會

裁判工作

主席和家人也有鬼馬的一面

主席陳德興先生參與「聾人節」開幕禮

主席與家人一起共度聖誕

執委會議後合照

主席和家人散散步，
欣賞絢麗的夕陽

主席和家人出外旅遊，
享受家庭樂

主席支持女兒做運動，
更親手頒獎給她，別
具意思 !

主席和女兒陳智茵支
持家校童喜動開幕禮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於2018年11月24日(星期六)舉行，近二百位家長出席。當天，先由
家教會主席陳德興先生主持會員大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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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突破輔導中心總監區祥
江先生擔任家長講座嘉賓，與家長分享怎樣「與子女同在」，
區博士談到親子相處技巧以建立關係為優先，其中最有趣的
部分之一是談到「如何改變虎媽貓爸的管教互動」，家長聽
得投入、不時微笑點頭。講座過去，還有表演節目，由中文
集誦隊、歌詠團及英詩集誦隊輪流演出，表演隊伍訓練有
素，台下家長紛紛舉起手機拍攝，場面互動及溫馨。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講座，邀請了區祥江博士為我們講解「與子女同在」的重要。區祥江博士是資
深的輔導員，亦是三子女的父親，他對探討如何培育子女健康成長也有獨到的心得，以下是講座重點內容
節錄，希望對各家長在管教子女上有所幫助。

1.      與子女同在的重要，父母缺席對
        子女影響有多方面  

  情緒問題：冷漠、自卑
  容易參予高危行為
  反社會行為
  成長遲緩

2.      父母能給孩子一生受用的寶貝

  正面的自我形象
  培育自己的強項
  溝通的能力
  解決問題的能力
  與別人相處的能力
  定目標的方法
  不放棄的堅毅力
  關心別人的心

3.      提高子女學習動機 Curiosity 好奇心

  歡迎他們發問
  鼓勵探索
  給予資源
  讓孩子知道，學習是有價值、快樂和滿足的

4.      父母作為情緒教練五步曲

  察覺兒女的情緒
  把握機會親近和教導
  聆聽與確認
  辨認情緒，給它一個名字
  問題解決

5.      I Can 「我可以」父母

  Involvement 參予
  Consistency 一致、穩定
  Awareness 察覺子女問題
  Nurture 培育

1. 本學年共有多少位同學得
到品德進步獎呢?

2. 家長教師會贊助了學校哪
一項活動的禮物?

3. 家長講座的主題是甚麼?

考考你︰

2018-2019年度家教會周年大會

家長講座—「與子女同在」分享

歌詠團合唱《大海啊故鄉》、
《中國夢》繞樑三日

家教會會員大會氣氛熱鬧融洽

一、二年級中文集誦隊表演
《快把窗子打開》

家長教師會執委大合照

區博士主題講座︰與子女同在

區博士分享與子女建立關係的秘訣，
非常實用

胡校長及家教會主席陳德興先生
感謝區祥江博士到校分享

區博士講解父母同在對子女的重要
胡校長、陳主席

、區博士與來賓
來一張大合照

主席陳德興先生主持會員大會，報告去年的各項工作。

一 至 三 年 級 英 詩 集 誦 隊 表 演                 
I CAN'T FIND MY TEDDY BEAR



18-19年度品德進步獎得獎名單
1A 鄺子傑 2A 鄭善文 3A 劉梓琪

1B 梁鈺琪 2B 游竣軒 3B 陳朗喬

1C 馮柏維 2C 劉沛軒 3C 鄭柏恩

1D 梁倩熒 2D 林哲皓 3D 陳樂賢

1E 管梓灝 2E 王柏皓 3E 朱詠琳

4A 黃子樺 5A 鍾萱怡 6A 陳穎姻

4B 陳頌樂 5B 呂蓮娜 6B 陳健宇

4C 黃穎晞 5C 姚炫羽 6C 林志洛

4D 林韾菲 5D 楊子鋒 6D 黃棨灝

4E 何洛鐿 5E 黃仁傑 6E 鄺子俊

3E  朱詠琳

我 獲 得 品 德 進
步獎，感到高興。我
想向老師表達謝意，
多謝老師悉心教導我
們。我會繼續努力
的。

4A  黃子樺

我獲得品德進步
獎，感

到非常開心。我
覺得自己勤

奮好學，對人有
禮貌。擁

有良好的品德會
得到別人

的喜愛，同學會
願意和我

交朋友，我以後
會繼續努

力的。

6A  陳穎姻

我獲得品德進步獎，感到十

分榮幸。

我十分感謝家教會能頒發這

個獎項給我，在平日我會主動和老

師打招呼，別人幫助了我，我會道

謝。擁有良好的品德能令別人更加

信任你。從小媽媽就教我對別人要

有禮貌，答應別人的事要做到⋯⋯

這個獎項肯定了我的品行德性，希望各位也能擁

有好品德﹗

2E家長
親愛的柏皓﹕

你獲得品德進步獎，
媽媽為你感到非常高興。希
望你繼續努力，保持良好的
品德﹗並且希望你開心和快
樂的學習，有愉快的校園生

活。加油﹗
                           愛你的媽媽

3A家長
親愛的梓琪﹕

當知道你獲獎，我們
都感到十分高興。你懂得
關心家人和身邊的人，是
一種很好的美德。你是一
個開心果，能給人歡樂，

希望你繼續努力，定能再有佳績。
                             愛你的媽媽

4C家長
親愛的穎晞﹕

好開心知道你獲
獎，作為家長的我感
到十分欣慰。非常感
謝老師對穎晞的照顧
和悉心教導。今天得

獎是起點，希望你能再接再厲，在
各科成績上不斷努力，用心學習，
為自己爭取好成績。

穎晞，加油﹗
                       愛你的媽媽

5D家長
親愛的子鋒﹕

看見你在成長中不斷
去改善你的缺點，我心感
歡欣﹗希望你將來能夠成
為一個自強不息又經得起

挫折的人。
                           愛你的媽媽

5B  呂蓮娜
我獲得品德進步獎，感到很愉快。我覺得自己在禮貌方面有良好的品德。因為如果有良好的品德，就會對自己升學有好處。從小我看到別人，就會打招呼，以培養良好的品德。這個獎項鼓勵我繼續培養良好的品德，我會教導同學有禮貌。

2C  劉沛軒

我獲得品德進步
獎，感到很開心。我
想向譚英敏老師表達
謝意，多謝您耐心的教
導，使我漸漸進步。我
們會繼續努力的。

3D  陳樂賢

我獲得品德進步獎，

感到高興。我想向二年
級

的班主任表達謝意，多
謝

老師教導我如何對待社
會

上有需要的人，如傷殘
人

士，對他們要關懷。我
會繼

續努力的。

5C  姚炫羽

我獲得品德進步獎，
感到很榮幸。我要謝謝家
教會、老師和爸媽。爸媽
由我小時候便教導我對人
要有禮貌，所以我天天與
人打招呼，已成為的習
慣。另外，老師由一年級
開始提醒我們要有禮貌，待人友善，讓

我成為一位品德良好的學生。

4E  何洛鐿
我獲得品德進步獎，感到高興。我會教同學做功課。看見同學跌倒，我會幫他；看見同學想跟我一起玩，我都會與他一起玩。老師看見我有進步和做一個好學生。

2E家長

              1A家長
親愛的子傑﹕

很高興你今次獲得品
德進步獎，首先多謝各位
老師的悉心教導，也是對
你自己努力和付出的一個
肯定，希望你以後繼續努
力。

                             親愛的爸
媽

媽媽為你感到非常高興。希
望你繼續努力，保持良好的
品德﹗並且希望你開心和快

1B家長
親愛的鈺琪﹕

你 的 表 現 非 常
棒﹗能得到學校的表
揚，媽媽相信你在學校
的生活肯定是過得很開
心，和老師、同學之間

也相處得很好。
以後也要繼續加油﹗用心對待身

邊的人﹗
                           愛你的媽媽

5E家長
親愛的仁傑﹕

我有留意到你在這

段日子有努力和用真誠

的心去改進行為上的問

題。對此，我是感到欣

慰的。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繼續
努

力、加油﹗
                           愛你的爸

爸

4C家長

6C家長
親愛的志洛﹕

你最近有認真讀
書，終於有成果了。爸
爸媽媽真為你驕傲。其
實你可以做得更好，希

望你繼續努力和進步﹗
                           愛你的父母

6D家長
親愛的棨灝﹕

棨灝能夠獲
得品德進步獎，爸
媽都很高興。希望
你會一年比一年進

步，爸媽 都會和你一樣努力
工作。

           愛你的爸爸媽媽

1B家長

1D家長
親愛的熒熒﹕

恭喜你獲得品德進
步獎。這個獎是証明你
努力及堅持的成果，爸
媽非常欣慰。希望你繼
續努力，喜愛學習。未

來越來越多挑戰，爸媽會陪著你一起
面對。加油﹗

                   愛你的爸爸、媽媽

我有留意到你在這

望你繼續努力和進步﹗

5A家長
親愛的萱怡﹕

靠山山會倒，
靠水水會流，靠自
己永遠不倒。你今
天的努力令我覺得

很欣慰，繼續努力，加油﹗媽媽

永遠愛你支持你﹗
                      愛你的媽媽

6B  陳健宇

我獲得品德進步獎，感
到自豪。今年是我第一次獲
頒發品德進步獎。我認為自
己在禮貌方面有良好品德，
而我認為良好的品德可以保
持及促進大家的和諧相處。
而我獲得品德進步獎，也全
賴老師和家人，是你們教會了我待人處事的
態度和禮貌。我衷心感謝你們。

6E  鄺子俊
我獲得品德進步獎，感到開心。我想感謝老師和家長。因為老師在我犯錯的時候耐心地教

導我，令我
懂得悔改；
家長在家裏
細心地教導
我，令我可
以 變 得 更
乖，成為一
個品德進步的學生。

2018-2019 家長教師會品德進步獎
1C  馮柏維

我 獲 得 品 德
進步獎，感到很開
心。我想向老師表
達謝意，多謝你們
教導。我們會繼續
努力的。

6C家長

2D家長
親愛的哲皓﹕
當媽媽知道你獲得

此獎項的時候，內心非
常感動和歡喜﹗以往一
切辛苦也是值得的﹗

良好的品德教育離
不開老師的教導，更離不開我們家長
的言傳身教。所所媽媽從小就灌輸做
人要真誠、品德很重要的道理﹗今天
你獲得此獎項證明你能做到，媽媽希
望你能夠繼續努力，用愛去感染身邊
的人，主動關心和幫助有需要的人。

                          愛你的媽媽

勵我繼續培養良好的品德，我會教導同學有禮貌。

態度和禮貌。我衷心感謝你們。

養良好的品德。這個獎項鼓勵我繼續培養良好的品德，
態度和禮貌。我衷心感謝你們。態度和禮貌。我衷心感謝你們。 勵我繼續培養良好的品德，

恭喜你獲得品德進
步獎。這個獎是証明你
努力及堅持的成果，爸
媽非常欣慰。希望你繼
續努力，喜愛學習。未

來越來越多挑戰，爸媽會陪著你一起
不開老師的教導，更離不開我們家長
的言傳身教。所所媽媽從小就灌輸做
人要真誠、品德很重要的道理﹗今天
你獲得此獎項證明你能做到，媽媽希
望你能夠繼續努力，用愛去感染身邊
的人，主動關心和幫助有需要的人。

勵我繼續培養良好的品德，我會教導同學有禮貌。

勵我繼續培養良好的品德，

人要真誠、品德很重要的道理﹗今天
你獲得此獎項證明你能做到，媽媽希
望你能夠繼續努力，用愛去感染身邊
的人，主動關心和幫助有需要的人。

勵我繼續培養良好的品德，我會教導同學有禮貌。



家長愛心隊在這個上學期的“行
動”可

說是一浪接一浪。首先有超過50位
家長協助學

校的運動會擔任裁判工作及學校的
秋季旅行。

接着，家長愛心隊全力協助各項校
內活動，包

括中文及英文集誦外出比賽、擔任
故事媽媽、

家教會親子旅行收款、多元智能課
的普通話攤

位、六年級專題研習「家有一寶」
戶外活動、

戶外學習日等。各位愛心隊的家長
在各項活動

中，發揮互助團結的精神，互相協
調，令各項

活動都能順利進行。此外，藉着聖
誕佳節，我

們舉行了聖誕聯歡暨培訓活動，當
日我們玩了

一些互相認識遊戲及派發了小小的
聖誕禮物。

稍後相信有更多精彩活動需要家長
義工支持，

在此再一次感謝你們的付出，有你
們的參與各

支出，更能體現家校合作的精神。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家長教師會

2017-2018 年度財務報告

　 收入 (HK$) 支出 (HK$) 結餘 (HK$)

2016-2017 年度結餘 49,802.60

2017-2018 年度會費 14,640.00

2017-2018 年度家校合作活動津貼 ( 經常津貼 ) 5,300.00

第二類別 : 家校合作活動津貼 ( 活動一 ) 5,000.00

親子旅行收入 129,500.00

親子旅行支出 134,183.00

第二類別 : 家校合作活動津貼 ( 活動二 ) 5,000.00

周年大會（講員費及其他支出） 5,011.50

學童意外保險計劃保費 3,288.00

愛心隊保險保費 1,778.00

聖誕聯歡禮物 8,099.50

狗年錢箱 1,400.00

交齊功課書券 5,300.00

頒獎禮獎杯獎座 388.00

愛心隊感謝日 3,189.00

家教會會訊（第 27 及 28 期 ) 3,600.00

2017-2018 年度總數 159,440.00 166,237.00

2017-2018 年度結餘 43,005.60

聖 誕 聯 會歡

在普天同慶的日子裏，家長教師會特地贊助

及準備禮物包，送給全校同學。禮物包內有文具禮

品、小零食及環保飲管，包羅萬有。聖誕聯歡會當

天，家長委員黃燕芳女士和蒙東曉女士一同到每班

派發禮物，同學們收到禮物後，都露出興奮的心

情。小息時，委員黃燕芳女士參與抽獎活動，與幸

運兒一同拍照，並與全校一起歡度節日呢! 家教會委員與學生大合照 委員黃燕芳女士
抽出幸運兒

委員黃燕芳女士與一眾可愛
的

「聖誕老人合照」

學生收到聖誕禮物，
十分高興 !

家教會委員到課室大派聖誕禮
物 家教會委員與學生大合照 愛心隊協助包裝聖誕禮物

委員黃燕芳女士與大抽獎的幸運兒
合照

你好 ! 我們都是家長義工，
彼此認識吓

我們的普通話也很棒呀 !( 協助普通
話攤位活動 )

愛心隊協助包裝聖誕禮物

我們精神抖擻地參與學校運動會
各項的裁判工作了 !

協助六年級跨學科專題研習「家有
一寶」啟業邨服務學習活動

SUPER THURSDAY-

英文伴讀活動

家長愛心隊

感謝故事媽媽精彩的演繹

2019年2月1日：送贈金豬錢箱予畢業班 
2019年3月3日：家長教師會周年親子旅行
        地點︰元朗大棠有機生態園
2019年7月：愛心隊感謝日

家教會活動預告

考考你答案︰ 1. 30 2. 聖誕聯歡會  3. 「與子女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