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過得真快，成為家教會委

員已有一段時間了。我很高興在這裡
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參與學
校不同的活動。在參與的過程中，大家互助
互勵為學校出一分力，看見同學們的成長，同
時見証學校的發展，對於我而言是一個難得
的經歷，參加學校義務工作得益不只是學
校及學生們，自己也有豐厚的得著。

委員：張麗儀女士

家長委員心聲

老師委員心聲

潮陽百欣小學

財務報告

家長教師會會訊

  時光飛逝！又到了寫主席的話的時候。在潮陽百欣小

學當家教會委員四年、主席兩年。在這六年間認識許多家

長義工，甚至有些已畢業的學生家長都成為好朋友，他們

還不時回校幫忙做義工，十分感謝他們。

  家長教師會每年都舉辦不少有益身心及有意義的活動。

當中有家長講座、家長聊天室、家長羽毛球班和親子旅行等

等。今年還有隔年舉辦的「粵北山區體驗之旅」。在剛過去

的復活節假期，林校長、家教會的委員、老師、一班家長和

學生共五十人由鍾立本校長（一位盡心盡力為山區學童謀福

祉的退休校長）帶領下探訪連南及清遠山區的學童。雖然我

們的幫助可能是微不足道，但是可以令大家感受到「施比受

更為有福」這句說話，讓我們的孩子知道他們是何等幸福。

由於名額有限，不能令所有家庭都能參與，但在準備前的

籌款活動中，由全校師生和家長的熱心捐助，共籌得三萬多

元，為一所山區的學校成立了一所圖書室，名為「潮陽百欣

圖書室」。在此多謝每位出錢出力的師生及家長，希望家長

們日後更踴躍參加家教會舉辦的

活動。

  由於潮陽百欣小學有這麼多

熱心助人的家長，我校獲頒本年

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最關愛家

校合作」主題大獎。一切都是有

賴大家努力得來。

  臨別依依！今年小兒要畢業

了，我亦將卸任。在這六年的旅途上，多謝林校長、各

位老師、各位委員和家長的鼓勵和信任，令我順利完成

責任，在人生中加添精彩的回憶。

  祝願潮陽百欣小學全體師生及家長身體健康！生活

愉快！                                     

第四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葉潔玲

校址：元朗天水圍天華路55號 電話：2445 1666 傳真：2448 7866 網址：http://www.cypy.edu.hk

二零一三年六月

主席的話

截至25/5/2013為止，結餘是$94,546.84

2012-2013年度活動一覽表

       
家教會能促進家校合作，達到互相溝通，建

立一個齊心協力的團隊伙伴，亦可以減輕老師們的沉重
擔子，讓他們專心教學，因材施教，提高教學質量，讓全校
學生得益。
  通過做義工，令我明白責任的重要性。同時，也學習了不
同的相處技巧，加深彼此了解，互相包容、欣賞。同時也發現
自己的優點和缺點，真是獲益良多，讓我的生活充實而有意
義。我十分享受做義工的樂趣。希望各位家長積極參與
百欣家教會義工服務，得益的是你們的孩子。

 委員：許小琼女士

               
自從我加入潮陽百欣小學家教會這個大
家庭後，我參與了學校很多大型活動，從活
動中可以看出老師們的無私付出，義工們的盡
心盡力，加上同學們的配合，彼此合作，使
活動完美地完成。
    小兒能入讀這所學校，我感到幸
運呢！

委員：胥建清女士

      
轉眼間在家長教師會裡已5年

了，今年是最後一次寫心聲，內心難免
有點不捨之情。
  我冀盼新一屆家長教師會的委員能攜手合
作，推動會務。祝福校長、老師、書記、校
工和一班義工，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副主席：林少兒女士

          
六年是一段很漫長的時間，由大女小一開始，我

成為家長義工至今，感慨良多。潮陽百欣小學校長、老師和
家長學生之間的互動頻繁程度，非一般小學可以做到！你沒想到有

這麼多活躍的家長義工在校內校外服務！
  我回想過往曾參加家長義工的活動，期間大家有意見分歧、爭拗，原
來目標都是為了辦好家校活動！這是作為家長： 實踐「幼吾幼」的重要身
教！這對我兩個女兒的成長影响深遠，相信她們日後對社會也會有承擔。
  我感激老師包容大女的學習困難，老師們的關心和學術上的高要求，令
大女在小六成績明顯進步（女兒擔心做不好，會令老師失望）！這是大家
一起互動，產生化學反應的良好結果！
  我知道學生會跟著老師、家長義工去探訪山區小學、老人中
心、濕地公園、幼稚園等等。這都是重要的社會承擔學習！我欣
賞潮陽百欣小學重視學術上的教學，但不只限於課本！
  通過做家長義工，校長和老師教會我如何做一位好
媽媽，如何配合大女學習的需要，如何去「愛」女兒
而「愛」得恰當！我不捨得這個大團隊。明年
九月份我的小女會入學校，我會再次和
你見面的。

委員：謝緲琼女士

   
時光飛逝，參與家長教師

會事務已踏入第四年了。能夠認識到
一班熱誠與無私奉獻的老師、委員和家長義
工，不怕辛苦，無分你我，群策群力地協助完成
學校推動的每項活動，實在令我＋分感動，在此我
要向各位致以崇高的敬意。 今年會有不少同我們並
肩的六年級家長委員會離開我們的大家庭，雖然心
裡感到依依不捨，祝願他們與子女生活愉快。
期望新一屆委員有一片新景象，繼續同心協
力，令家校合作配合得更加美好！ 

委員：蘇小萍女士

  轉眼間，我加入潮陽百
欣小學家長教師會這個大家庭已是第四年了，
也是最後的一年。隨著兒子的畢業，我在百欣家教
會也即將「畢業」了，真有點依依不捨的感覺！
  在這四年委員任期內，讓我感受到各位老師和家
長的熱誠和無私的奉獻。家教會每兩年舉辦一次的粵
北山區探訪。我亦有幸在這最後一年再作第二次的
探訪，使我對山區學童和他們的生活有更深刻的
了解，感激家教會讓我有更多的體驗！
  我再次感謝各位老師悉心教導及栽培小
兒，他即將離開母校，我也要離開這個大
家庭了，實在有難捨的感覺啊！
  我祝願潮陽百欣小學邁向更
美好！

 委員：甘詠雯女士

     
轉眼間又當了兩年的家教會委員了。我參

加了家教會後，我明白到學校舉辦運動會，為甚
麼有「親子活動」這個環節？因為在活動過程中，是
需要親子間的合作，令我明白到家教會成員合作的重
要性，大家完成活動後，內心的喜樂真的是用筆墨也
難以形容。
  由於加入了家教會，我了解子女的校園生
活，與子女有更多的話題。很多人說做義
工是要付出，但是我認為收穫比付出
更多，你會有更多的驚喜呢！

委員：蔡洲莉女士

      
在家教會這幾年裏，我感受到

學校與家庭的重要性。老師和家長好
像朋友一樣，大家相處融洽、互相幫忙。
雖然，今年因為要上班未能多參與服務，真
的有點不好意思。

 委員：薜麗琼女士

  今年已是我在家長教師會服務的第六年，經過這
段長時間的合作，家長與教師已建立了一份深厚的感
情，做起事來份外合拍，我覺得家長們的無私奉獻真
是十分偉大，他們不單是家校合作的重要橋樑，而且
組成的家長義工隊更踏出學校服務社區，照顧社區的
需要。因此，本校在關愛校園獎勵計劃中獲得「最關
愛家校合作主題大獎」，此是對家長們過去的辛勞服
務的一種肯定及認同。

委員：胡伯能老師

  不知不覺又過了一年，能夠加入這個大家
庭真的十分高興。經過兩年跟家長共事，感到
他們是一班充滿活力、真心、真誠的為學生及
學校服務，他們的熱誠深深感染着我。尤其是
在探訪山區的日子，令我深刻體會到各位家長
的活力和熱心服務的精神。在未來的日子，我
希望繼續與一眾家長通力合作，為學校及學校
服務。

委員：袁旭曦老師

  時光匆匆，不知不覺間已擔任了兩年家教會的
委員。在這段時間裏，我深深體會到家長是學校的
好伙伴。在家長義工的協助下，我們在教學以外的
工作的確減輕了不少。作為一年級的班主任，幸得
家長義工們的協助，學期初的時候，小朋友們才能
那麼快適應。此外，這兩年間，我參與了多個由家
教會舉辦的活動，尤以粵北山區探訪最為深刻。在
那次活動中，不但讓孩子們有機會接觸山區的學
童，更拉近了學生、家長及老師的距離。

委員：阮惠敏老師

  當我下筆之際，又到了學期的尾聲了。在家教會主席和委員的
帶領下，我看見各位委員和家長義工全程投入協助學校舉行不同的
活動，真的深深被感動。我有幸與一群活力充沛、創意無限和樂於
服務的家長義工共事，齊心為同學建構一個開心、快樂的校園。我
深信，只有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才能共創豐盛的前景。

委員：楊慧玲老師

  轉眼又一年，今年最深刻的事, 
不得不提及復活節期間的粵北山區之
旅, 三天的旅程，天氣的變化相當大, 
時晴時雨, 但感恩的是當我們去學校
探訪、家訪時, 天氣總是晴朗的。能
夠為當地的學生帶來一份禮物、一些
歌聲、一份祝福，自己也是幸福的。

委員：謝迦南老師

  不經不覺已擔任了兩年家長教師會的
委員。真慶幸能與一班充滿幹勁、滿腔熱
誠的家長一起服務。尤其是粵北山區之
旅，令我再一次看見家長義工們的無限愛
心，他們真的「出錢又出力」。我衷心感
謝他們帶給別人幸福之餘，亦祝福他們的
家庭幸福美滿。

委員：袁敏佳老師

第八期

喜訊
  本會與學校合作奪得由基督教服務處主辦的「關愛校園-最關愛家校合作主題大獎」。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已是六年

了，兒子快將畢業，離開母校，而我也要
離開家教會，真是有些不捨。
  回望這六年，兒子在百欣開心地學習，
一步一步地成長，這都是家校合作的成果。
在此，我要衷心多謝百欣老師和各位家長
委員無私的奉獻、關愛和努力。

 委員：洪月娟女士

   
不經不過又過了兩年了，

我很高興能參與學校的義工行列。我
常常覺得做義工最大的得益是自己，讓我
知道原來我的能力有這樣大、這麼有用處呢！
  校長、老師、主席常常多謝我們的幫忙，其
實，是我應該感謝您們才對。我要多謝學校給我
發揮才能的機會、讓我認識更多家長、讓我衝
出自己的世界。謝謝林校長、各位老師和
家長。

委員：張施婷女士

       
不經不覺任職家教會委員已有兩

年。當初只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當上委
員，後來經過一次一次的開會、討論和活動
前的準備工作，在活動中，我認識到所有委
員、老師，大家無私奉獻上自己的能力，為學
校與家長為間作出互相溝通的橋樑。在過程
中增進了見識，使我對自己、家庭和待人處
事上更為成熟。
  我感謝校長、各位老師和委員給
我的機會，使我從您們身上學到不
少知識。多謝！

 委員：彭思敏女士

日期 活動 參與人數／活動情況

2012年9月25日 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選舉 由葉潔玲女士當選家長校董

2012年11月23日 家長聊天室（一）「情緒好管家」 約30人出席

2013年1月20日 家教會親子旅行 共240人出席

2013年1月28日 粵北山區籌款活動 共籌得善款：$28752

2013年2月至4月 家長羽毛球班 有11位家長參加

2013年2月23日 家長日小食義賣 共籌得善款：$8693

2013年3月2日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獲得最關愛家校合作大獎

2013年3月6日 陸運會親子遊戲 共40個家庭參加

2013年3月28日~30日 粵北山區探訪之旅 有50位師生及家長參加

2013年5月3日 家長講座「創意管教  培養學生
自律、積極和主動的孩子」

約150人

2013年5月 「家長也敬師」 共送出約1000張敬師卡

2013年5月24日 家長聊天室（二）
「如何提升子女學習動機」

約30位老師及家長出席



活動日期：2012年9月~2013年6月

活動簡介：本校家長非常熱心學校義務工

作，不惜犧牲個人時間，參與各類服務，

甚至在子女畢業離開百欣後，還不會停止

貢獻，在此感謝各位家長對本會的支持及

愛戴。

義務足球教練

舉行日期：2013年5月

  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除了最受家庭影響外，其次就是學校。我們的

家長都會認同教師的工作應受到尊重和肯定，為了表揚老師的偉大，本

會歷年也參加「家長也敬師」活動。家長和學生會透過敬師卡或電子賀

卡向老師送上祝福及表達感謝。當老師收到由家長和學生送出的心意卡

及小禮品時，真是甜在心頭呢！

家長們準備了水果及甜品送給各位老師！

各位學員努力練習，技術大大提升！

活動日期：2013年2月23日

活動簡介：本會每年均藉著家長日舉行粵北山區義賣

籌款活動，希望可以幫助粵北山區之學童改善就學條

件，今年本會便把籌得的款項捐贈予「連山大富小

學」建立圖書室之用。

除了有各式美味的小食義賣
外，還有毛公仔呢！

舉行日期：2013年2月至4月

活動介紹： 本年度的親子羽毛球班於四月至六月舉行。本會繼續邀請資深導師陳

錦英教練任教。同學們能夠和家長一同上課，實在是難能可貴的機會，加上陳教

練的悉心教導，令所有學員的羽毛球技巧都能不斷提升。

活動日期： 2012年9月25日

活動簡介： 12-13年度之「潮陽百欣小學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

董選舉已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順利完成，當天共收回248張選票，其中

兩張為廢票。1號候選人葉潔玲女士得票103票，當選為家長校董。

林碧珠校長與家長校董葉潔玲女士合照！

舉行日期：2013年5月25日

活動介紹： 今次本會邀請了基督教信義會的黃姑娘到

校與家長分享如何提升子女的學習動機，是次約共有

30位家長和老師出席。當天家長不但得到一些提升子

女的學習動機的小貼士外，還可以與其他家長交換心

得，當然還可以與老師交換意見，真是機會難得！下

次記得及早報名啦！

是晚講座內容甚受家長歡迎！

家長也敬師

講者與老師義工們合照。

舉行日期：2012年3月25日

活動介紹：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日

(星期日)，家長教師會舉行了本年

度的「親子旅行」，當天共有超過

240位家長、學生及老師參與，盛

況空前。今年我們的旅行日安排家

長到多個地方參觀及活動。當天的

天氣十分理想，風和日麗，參加者

先到綠田園玩各式各樣的遊戲，再

在流浮山享用美味的海鮮宴，跟著

乘車前往沙頭角，領略以往禁區風

情，最後還可以在蜜蜂王國購物，

家長們除了可為平常忙碌的生活減

壓外，並增進親子關係。

來！來！來！快來拍照吧！

各委員於蜜蜂王國合照。

各位參加者細心聆聽黃姑娘的分享，真是一班
好學生呀！

流浮山的海鮮宴，真令參加者回味！

同學們參加各項活動，真是樂而忘返！

各位學員努力練習，技術大大提升！各位學員努力練習，技術大大提升！各位學員努力練習，技術大大提升！各位學員努力練習，技術大大提升！各位學員努力練習，技術大大提升！各位學員努力練習，技術大大提升！各位學員努力練習，技術大大提升！各位學員努力練習，技術大大提升！

活動日期：2013年3月6日

活動簡介：潮陽百欣小學與香港潮陽小學合辦之第八屆聯校

運動會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六日（星期三）假天水圍運動場舉

行。當天舉行的「家教會親子遊戲」共進行了三個親子遊

戲：同心合力顯幹勁、步步為營、勇往直前。是日共有十多

名家長義工協助大會工作，大家互相合作同創美好成績。

本屆陸運會順利舉行，實有賴家長義工的支持。

舉辦日期：2013年3月28日至30日

活動介紹：本會為鼓勵家長及學生增加了解祖國情況，體驗

山區學童的生活，特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舉

辦「粵北山區體驗之旅」，我們為連山大富小學籌建了一所

圖書室，希望把我們的關懷和愛心送給國內的同胞。參與是

次探訪活動包括17個家庭，22名家長，18名學生及教職員7

人，大家都為山區學童送上無限的愛心和祝福呢！

家長帶同子女探訪學童，了解當地情況。

林碧珠校長與葉潔玲主席為連山大富小學圖
書室進行剪綵儀式。

有兩位義務教練支持下，本校足球隊
成績有目共睹！

家教會親子遊戲

粵北山區體驗之旅

親子旅行

活 動 花 絮
家長聊天室

家長日山區籌款義賣活動

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選舉

各位義工正在準備各種小食為山區學校籌款。

活動日期： 2013年5月3日晚上

活動簡介： 本會為了讓家長們明白如何培養學生

自律、積極和主動，及在家庭中建立互相欣賞的文

化，特於5月3日晚上舉行「潮陽百欣家長講座」

及跟進工作坊，是次邀請了香港著名教育工作者徐

惠儀女士為我們主講，是晚有近一百五十名家長和

老師出席，氣氛熱烈，家長與徐惠儀女士圍繞著培

育兒童成長的問題互相交流，在座者均得到很多寶

貴的意見！

潮陽家長學堂

親子羽毛球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