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花絮
第二屆委員就職典禮暨聖誕聯歡聚餐

    本會第二屆委員就職典禮暨聖誕聯歡

聚餐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廿一日（星期

五）晚上假天水圍美心大酒樓舉行。本會

在當晚邀請了教育局升學輔導及家校合作

組總學校發展主任何鄭玲女士、元朗區議

會副主席梁志祥先生M.H.及香港潮陽同鄉會

會長陳熹博士B.B.S.太平紳士蒞臨主禮。當

晚筵開四十五席，家長、老師及學生聚首

一堂，大家一起共渡歡樂時光。當晚節目

豐富，設有遊戲、抽獎及「卡啦OK」……

晚宴結束前，每位來賓都獲贈一份聖誕禮

物，大家都帶著愉快又滿足的心情回家。

主席與主禮嘉賓合照

全體委員合唱《千載不變》 得獎老師和學生笑逐顏開！

第二屆的委員與來賓祝酒，祝願大
家聖誕快樂，身體健康！

    「潮陽百欣小學法團校董會」2007-2008年度

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選舉已於二零零八年二月

二十七日順利完成，投票結果如下： 

    1號候選人葉妙華女士共得50票，當選潮陽百欣

小學法團校董會2007-2008年度家長校董。2號候選

人蘇佩嬋女士共得39票，當選潮陽百欣小學法團校

董會2007-2008年度替代家長校董。

法團校董會選舉

學生把感謝及祝福投
在敬師卡收集箱內。

    為了表揚教師的勞苦，強化學生

敬師的意念，及表達對教師循循善誘

與諄諄訓誨的謝意，本會於6月份舉

行了「家長也敬師」活動。家長和學

生透過敬師卡或電子賀卡向老師送上

祝福及表達感謝。老師收到家長和學

生的心意卡，真是甜在心頭呢！

    為培養和提升學生感恩

的心，本會於二月二十三日

（家長日）舉辦「花卉義

賣」及「玻璃花瓶義賣」籌

款活動。當天，學生及家長

都踴躍購買鮮花及盆栽送贈

老師或家人，場面溫馨感人!

這次活動，得到家長及同學

們踴躍捐輸，當天「花卉義

賣」共籌得$14,220.00，捐

款全數捐贈予「香港公益

金」，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

人，而「玻璃花瓶義賣」共

籌得$3,024.00，捐款全數捐

贈予「香港世界宣明會」，

幫助中國雪災的災民。

各位委員樂力義賣玻璃花瓶，為受
雪災影響的災民籌款。 

家長細心地挑選花朵送給敬愛的老師

    本會在一月十三日參與學校迎奧運大型活動

「2008開心奧運嘉年華」。在嘉年華會中，家長義工

負責設計一個攤位遊戲，名為「奧運福娃逐個捉」，

由家長擔任主持人，另設有一美食義賣攤位。當天會

開心奧運嘉年華

本會的攤位遊戲大受歡迎！

義賣美食攤位人才濟
濟，為來賓泡製美食。 校監及林校長到來購

買美食，支持善舉。

場的氣氛非常熱鬧，各位同

學積極參與活動，大家濟濟

一堂，一同期盼北京奧運的

來臨。當天的美食義賣十分

受歡迎，有部分食物在上午

已售罄，成績十分理想。當

天美食義賣籌得$3800，再

加上「與福娃合照」籌得

$500，當天共籌得$4300，

全數捐贈四川地震的災民，

幫助災民重建家園。

家長也敬師

花卉義賣及玻璃花瓶義賣



活動花絮
    五月三日（星期六）是潮

陽同鄉會辦學三十周年慶典的

大日子，潮陽百欣小學連同香港

潮陽小學兩所姊妹學校的家長教

師會，合作表演了一場「太極祥

龍慶潮陽」。我們一群百欣家長

和老師，在短短三個星期的練習

中，居然能在台上把金龍和醒獅

表演得有板有眼，這除了要感謝

陳嘉輝師傅的悉心指導之外，大

家萬眾一心，全情投入的精神也

是功不可抹。

香港潮陽同鄉會辦學三十周年表演

練習得辛苦，也是值得的！

奧運五獅     為了配合學校本年度的校本輔導主題    愛心，使家長明白面對

孩子的學習問題，如何用「愛」去讓他們改進，本會與信義會合辦了

兩個講座，主題分別為：「培養孩子的學習興趣」及「愛在家庭」。

每次出席講座的家長約有一百多人，講者余德淳先生和鄧藹霖女士言

簡意賅，言詞風趣幽默；與會的家長十分投入，獲益良多。

潮陽家長講座

    鑑於家長對使用電腦的技

術要求日高，本會每年均舉

辦家長電腦初階及進階班。

2008年4月至6月，本會舉辦

了兩班電腦班。內容除了基

礎速成輸入法及互聯網應用

外，家長更與時並進，開始學

習年青人流行使用的個人網誌

（blog）及相片處理技巧。

家長電腦班

余德淳先生的風趣,
引得哄堂大笑

鄧藹霖小姐與家長教師
會主席合照

家長們專心地學習，
態度一絲不苟。 

完成課業。露出滿意的笑
容，真是孩子的好榜樣。

不要掉下來呀！

    本校與香港潮陽小學合辦之第三屆聯校運動會於三

月十日（星期一）假天水圍運動場舉行。為了增加家長

與子女活動和溝通的機會，當天三個全新的遊戲，不但

家長羽毛球班
    今年的家長羽毛球班於十一月至三月期間舉辦，反應非常熱烈，

由原定的一班加開至兩班。導師是我們的好朋友覃天送校長，他教學

非常認真和投入，家長們在他的感染下，球技大有增長呢！

家長們正在聚精會神地
跟隨覃校長練習

課後來個大合照吧!    本會為促進學校與家

庭的聯繫及提供機會讓家

長與子女享受親子活動的

樂趣，特於四月二十日

（星期日）舉行「親子旅

遊」，暢遊休閒農莊，感

受田園風情，並於園內學

習磨豆漿、製作彩砂樽、

織草蜢、做薄餅，午膳於

農莊內享用自助燒烤。餐

家教會親子旅行

    本年度「家長聊天室」於2007年10月26日及2008年5月16

日舉行，兩次「聊天室」的主題分別為「管教之道」及「情緒管

理」。家長對此項活動反應熱烈，每次均有三十多位家長及老師

家長聊天室

家長們都樂於分享教子心得真熱鬧的大合照

我也會做薄餅呢！
參加。在活動中，各位參加

者都積極投入討論，樂於分

享教導子女的心得及培養子

女情緒智能的方法。本會希

望透過活動讓家長認識更多

新朋友，彼此交流教子之

道。祈盼下次的「家長聊天

室」能與您暢聚。 

家教會親子遊戲

考驗了參賽者的體

能和運動潛能，更

促進親子關係，不

少家長為了參賽，

特地抽空，甚至請

假前來，那種全情

投入和子女攜手同

行的心意，真的令

人感動呢！

後，乘車往大

埔著名海濱休

閒生態區參觀

「水陸墟」。

當天旅行天公

造美，能夠順

利完成。



委員心聲迴響

    在這次辦學周年的慶典中，我

與各委員的友誼不但增進了，我們

還相當團結，所以在這次活動中我

們的表現非常精彩！

委員　鄭鳳馨女士

    成為了百欣家長教師會的一份

子，我感到萬分高興！在這短短大半

年中，跟家長們建立了寶貴的友誼，

從籌備家教會的各個活動中，亦感受

到家長的合作、團結及支持，他們無

私的為學校、為學生服務，令我十分

感激！希望我們繼續攜手合作，共同

為培育學生的成長而努力！

委員　陳慧貞老師

    我很高興在參與會務

中，認識各位老師委員和

家長委員。在三十周年匯

演中，我與校長、老師、

委員、義工家長一同表

演，大家同心合力，令我

感覺像一家人。

委員　林少兒女士

    回想當家長教師會委員的初時，非

常懷疑自己的能力，更不知能否幫忙。

但事實上，不論你身家多少，學歷多

少，只要肯付出時間和用心支持，投

入義工及委員的工作，就能發一分熱和

光，為家教會出一分力。現在我不再懷

疑自己了。

    此外，更了解學校的運作情況。

委員　陸燕萍女士

    慶幸有份參與「潮陽辦學三十周

年」的舞獅表演，由於各委員及老師

的通力合作，換來各方的讚賞，實在

令人感動和回味！

委員  馮玉玲女士

    去年，在毫無經驗的情況

下，加入了家長教師會，一年的

學習，使我更加了解學校，也希

望在未來的日子裏，可以繼續擔

當家校的橋樑。

委員　王紅燕女士

    參與學校的義工活動，除

了自己有滿足感外，還令孩子

知道做事不是只為報酬，因為

施比受更為有福。

委員  葉潔玲女士

    我加入了家長教

師會不知不覺已經三

年了。在這三年裏，

我不但協助家教會籌

辦各種有意義的活

動，還陪伴着我三個

小寶貝一同成長。

委員　蘇佩嬋女士

    當了一年委員，我

曾想放棄，至今仍堅

持，全因被一班熱誠和

盡心的委員感動，期盼

家校合作能精益求精，

做到最好。

委員　梁國祥先生

    本人自擔任家教會委

員以來，經常和學生及老

師們接觸，並參與各種不

同的活動，令我感到生活

更加充實，誠可喜也！

委員　朱百明先生

    非常高興能成為家

長教師會委員，與一班

關心子女及學校的家長

合作，很是令我興奮。

我會盡心完成工作，充

份與各家長合作。

委員　張振華老師

    很榮幸能成為家教會

的一份子，與各家長委員

同心協力推動會務。希望

各會員能積極參與我們籌

辦的各項活動。   

委員　江佩玲老師

    那件「金龍醒獅」汗衫和

親子旅行的手織草蜢，將會是

我的珍藏品，因為當中有各位

家長和老師的合作和無私投

入，謝謝大家！

委員　譚澤恩老師

    在家教會的工作中，我最大的

得着是可以與家長一同為學校及同

學們作出服務。雖然個人的力量是

很微小的，但我深信「團結就是力

量」，只要各委員同心，定能為各

會員提供更多采多姿的活動，成為

家長與學校的橋樑。

委員　曾潔玉老師

    擔任家教會委員已有十多年

了。眼見各位委員為推動會務群策

群力，他們無私的奉獻，實在值得

讚賞。希望這種精神，能薪火相

傳，發光發熱，直到永遠。

委員　李詠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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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

10/200
7

家長聊天
室（一）

11/200
7

家長講座
（一）

11/200
7-2/200

8 羽毛球班

12/200
7

第二屆委
員就職典

禮暨聖誕
聯歡會

1/2008
開心奧運

嘉年華

2/2008
1.法團校

董會選舉
   

2.花卉義
賣

3/2008
運動會親

子遊戲

4/2008
旅行

4/2008
-5/2008

電腦班（
第一期）

5/2008
香港潮陽

同鄉會辦
學三十周

年表演

家長聊天
室（二）

家長講座
（一）

5/2008
-6/2008

電腦班（
第二期）

6/2008
家長也敬

師

活動一
覽表

    擔任家長教師會主席的工作已經六個年頭，多謝各委員支持本人再次連任主席之位，亦多謝校長

和各位老師的信任。

    今年，本會和學校舉辦了不少活動，最熱鬧的當然是第二屆百欣家長教師會的就職典禮暨聖誕聯

歡晚會。當晚，筵開四十多席，家長、老師和同學們都盡興而歸，十分高興。另外亦協助學校舉辦

「2008開心奧運嘉年華」和一年一度的公益金花卉義賣等有益及有義意的活動。

    和家長聯誼的活動則有「羽毛球班」、「家長電腦班」、「家長聊天室」和「家長講座」，當然

亦有不能缺少的「運動會親子遊戲」和「親子旅行」。家長教師會所舉辦的活動既能增加家長的知識

和擴闊生活圈子，亦能加強家人之間的感情，真是一舉兩得。

    在眾多活動中，最難忘的則是為慶祝香港潮陽同鄉會辦學三十周年，各委員一同演出的醒獅祥龍

表演。雖然只是短短幾小時的指導和練習，但在各委員和家長義工的努力下，表演當天獲得台下觀眾

熱烈的掌聲。得到校監的讚揚，一切辛苦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另外，本屆委員中增加了幾位男家長委員，他們既要工作，但仍然積極地參予家教會的活動，真

的令我感動萬分。

    最後，再一次多謝林校長、各位老師、委員、家長的支持，並祝願潮陽百欣小學家長教師會會務

蒸蒸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