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的話
  大家好！很感謝潮陽百欣小學在這一年裡給我擔任家教會主席一職，並得到校長、老師及
家長們的協助，帶領家教會團隊發揮合作精神，從參與家教會的事務中，可以增加與老師們、

家長們互相溝通，增加了解家長管教子女的方式，促進親子關係，協助子女成長。

  在過往的活動，讓我在不同的環境中學習彼此幫助及實踐目標，我真心多謝一班無私奉獻
的家長義工，全賴有你們的協助，令每件事都能得以順利進行。此外，今年小兒升上中學，在

依依不捨的心情下，更珍惜現在與大家的感情。

  我十分感恩，能在百欣擔任主席一職，參加不同類別的校內活動和社區服務，從中接觸不同的人仕，大家交流心得、
互相關心和學習，除了擴闊視野外，更體會人與人之間的愛。

  我再一次感謝潮陽百欣小學林校長、老師們及家長們，在大家齊心協力之下才有這樣美麗的成果。謝謝！
第七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馮麗萍女士

日期 活動 參與人數 / 活動情況

2017年 9月 26日 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選舉
由丁小紅女士當選家長校董，鄭麗清女士
當選替代家長校董

2017年 11月 17日 第七屆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
當晚出席的嘉賓、校董、家長、老師及學
生近四百人

2016年 12月 6日 家長聊天室（一） 「禮貌與感恩好孩子」約 30人出席

2018年 2月 9日 家長義工團拜
於本校有蓋操場舉行盤菜宴、當日嘉賓，
老師及家長出席人數接近 100人。

2018年 3月 3日 家長日小食義賣 共籌得善款 $13797.60
2018年 3月 11日 家教會親子旅行 約 300名師生出席是次活動
2018年 3月 15日 「聯校陸運會」親子遊戲 約 40個家庭參加

2018年 3月 22日 家長聊天室（二）
「靜心‧教孩子跟情緒做好朋友」

約 30人出席

2018年 5月 9日 家長聊天室（三）「提升孩子的專注」 約 30人出席
2018年 5月 14日 「家長也敬師」活動 共收到超過 500張敬師卡

2018年 5月 29及 6月 6、13日 家長聊天室（四）「如何輔導子女學習」約 30人出席

2018年 6月 8日 潮陽‧百欣家長講座 超過 120名師生及家長出席
2018年 6月 12日 家長講座跟進工作坊 約 20人出席

財務報告

截至 31/8/2018為止
結餘是 $167,657.46

喜訊
熱烈恭賀 潮陽百欣小學家教會委員丁小紅女士榮獲 第五屆「香港十大傑出家長」

17-18年度家教會活動一覽表

家長委員心聲17-18

老師心聲17-18

  想要了解孩子的學習情況，相信當家長義工是一個不錯
的平台。同時亦可讓孩子知道父母同樣會服務學校，會尊敬

老師和幫助同學，是一個難得的身教機會。正好學校就是這

麼注重家校合作，讓我可以在不同的活動裡當上義工，感恩

小女在這裡有愉快的校園生活，多謝林校長和各位老師讓我

在這段日子裡照顧孩子的學習生活。

委員：馬旖玲女士

  轉眼間我的小兒來到小學生涯最後一年，真有點難捨難離的感覺。
記得小兒剛升上百欣的時候，校長、老師們用親切的笑容迎接每一個學

生，這個片段至今仍在腦海中。在我成為家教會委員的幾年裏，認識到

一班家長，大家互相交流心得、彼此合作，我也能參與學校活動及多了

和老師溝通了解學生的學習成長。我在這裡感謝百欣各人的愛戴，謝謝！

委員：黃金好女士

  時間過得真快，不知不覺已一年了。為什麼加入家教會？
在還沒有加入時，我看見一班家長義工們無私地付出精神和

時間，他們讓我知道︰我也有責任為學校出一分力。

委員：連海蘭女士
  眨眼間，小兒很快要由小學轉去中學的階段了。回想過去六年的小
學生涯，真的感觸良多，但自己有幸能參與家委的份兒，這確是一個很

好的體驗。在此，我要多謝學校給予小兒多方面的學習經歷，也要感恩

老師在旁的悉心指導與關愛。

  祝願學校校務蒸蒸日上，家校合作充份發揮，令學生們在學校有更
多的愉快學習經歷。

委員：林慧婷女士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加入家教會委員已經有一年時間了。
感恩有這個機會在學校當家長義工，讓我可以和更多的家長、

老師一起交流和溝通，齊心協力地為孩子們建立優質的校園

生活。

委員：王緒舉女士

  記得兩年前我加入家長義工是源於一顆「自私的心」，目的為了可
每天都能看着兒子在校內的生活。但隨著跟各家長義工及老師合作後，

漸漸感受到做義工是非常有意義及開心的，過程也讓我對人生有所啟發。

在此，感謝各家長義工、校長、老師及同學們將我由最初這「自私的心」

變成今日「無私的心」！

委員：葉偉康先生

  這幾年來我積極參與義工活動，從校內的午膳姨姨到校
外的戶外學習，都令我加深對學校的了解，也讓我認識了很

多家長和老師，希望未來幾年也可以參與學校活動，實踐家

校合作，讓小朋友有個快樂的小學生活

委員︰吳春碧女士

  時間過得飛快，加入家教會差不多一年了，在這一年裡，透過參與
家教會的各項活動，讓我認識到家校合作的重要性。看見老師和學生之

間的溝通，而且互相鼓勵，讓學生在校園裡輕鬆愉快地學習，在此，我

感謝老師和家長們的努力和合作。

委員︰溫瑞環女士

  加入家教會這個大家庭後，讓我了解到老師和家長的無
私付出，此外，參與義工服務的工作也讓我獲益良多，尤其

令我明白到「助人如助己」的道理。希望將來會有更多的家

長願意加入這個大家庭，共同攜手協助學校推廣更加多的活

動，提出更寶貴的意見，讓家校發展得更好，讓小朋友快樂

地成長！

委員︰楊秀玲女士

  加入家教會已經四年了，感謝每一屆的家委對校園和同學的關愛和
付出！另一方面，我一向都特別欣賞一班不是家委的家長義工，沒有委

任職位，但每次活動都積極參與，不分你我，實在感恩！當然亦要感謝

各位為學生勞心勞力的老師，沒有你們，沒有今天的百欣！希望無私精

神繼續延續下去，在未來的日子，繼續發光發亮！

委員︰黃敏怡女士

  能夠成為家教會委員，我感到很榮幸！這讓我有機會感受
到學校融洽和諧的大家庭氣氛。這一年來，各位家長、委員、

老師無私付出的精神，讓我從中學習到不少東西，受益匪淺。

然而，我覺得自己做得未夠好，也未夠多，希望日後能做得

更好。

委員︰林小媛女士

朱惠蓮老師

  今年很榮幸成為家教會的成員，也是我第一次參加家教
會。在家教會看到每位家長義工和老師無私地為一位小朋友

和學校服務的精神令我感到感恩。我很高興可以在他們每位

身上學習到犧牲的精神。希望每一位都會繼續支持家教會。

陳晞廸老師

  很高興本年度能擔任家長教師會副主席一職，和大家一
同為學校及社區服務。我校的家長們態度熱誠，不時與我們

參與和帶領活動，他們以身作則，是子女的好榜樣。

  希望日後有更多家長們加入義工團隊，在此祝願會務蒸
蒸日上，家長和老師建立更緊密的伙伴關係，令我們的孩子

能在理想的環境中成長。

龍德仁老師

  轉眼間，我加入潮陽百欣小學家長教師會這個大家庭已
第二年。充分感受到家校合作的好處。家長經常到學校幫手，

也會踴躍參加學校的活動，更會和教師和學生一起參與社區

的服務，回饋社會，為下一代作好榜樣，教師也可常和家長

溝通，令教育小朋友能事半功倍。

阮惠敏老師

  不知不覺間，已擔任了七年的家教會委員。在這段時間裏，我從各位家
長身上學懂了很多不同的知識及技，亦明白到「活到老學到老」，以及堅持

的重要。他們為了要協助學校製作紀念品，又或是為了製作山區義賣的物品

及食物，可以每天花不少的時間及心機去鑽研，並不斷嘗試，從錯誤中學習

及改進，最後製作出令人讚嘆的作品。他們那種堅毅及對卓越的追求，很藉

得我們學習，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能繼續與他們攜手合作，為家教會出力。

黃曉妮老師

  每次的家校合作活動，學校與家長們都合作無間，例子比比皆是！欣喜
看見一班家長委員對會務的投入、對學校的支持，同時主動向老師提出適切

的意見，深深地感受到那份互信互助的精神。希望在將來的日子，家教會繼

續舉辦更多不同類型的活動，迎合每位家長的需要，讓家長們、學生們有更

大得益。

  作為父母這天職，是充滿困難但極具意義的責任。願各位老師、家長，
一同為我們的「兒女」努力。

趙錦山老師

  我很榮幸今年能擔任家長教師會委員，是次寶貴的經驗令我更深入了解
百欣，並與家長接觸的時間多了。各位家長和老師們對學校的付出為學生締

造一個愉快的學習環境。在次感謝各位老師舉辦不同家教會活動，加強家校

合作，同時感謝家長百忙中抽空參與義工工作，熱心服務學校，並建立良好

的溝通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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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林碧珠校長MH榮休晚宴

社區服務
潮陽百欣小學家教會除了協助學校推行活動，亦很熱心社

區服務，為社區貢獻。

家長日花卉義賣

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選舉
舉行日期：2017年 9月 26日
活動介紹：為管理學校及促進學校教育，本校於 2007年 12月 1
日已成立法團校董會。

本會衷心感謝參選的家長，已獲選之家長會加入法團校董會，為

學校發展事宜提供寶貴意見。

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及聚餐
舉行日期：2017年 11月 17日
活動介紹：本會第七屆委員就職典禮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
十七日 (星期五 )晚上假天水圍海港酒家舉行。當晚邀請了海
皇國際有限公司執行董事蕭楚基先生 BBS MH JP、家庭與學校
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湯修齊先生MH JP、潮陽百欣小學榮譽校
監蔡衍濤先生 MH、潮陽百欣小學校 監陳智文先生蒞臨主禮。

當晚筵開三十一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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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帶著愉快又興奮的心情回家。

家長學堂
活動日期：2018年 6月 8日晚上
活動介紹：為協助家長學習提升孩子心理健康，本校與香港潮

陽小學合辦「潮陽˙百欣」家長講座，大會邀請了註冊職業治

療師麥何小娟女士主講，以「如何輕鬆有效地培育正能量子女」

為題，作為十優港姐麥明詩的母親，麥太透過是次講座分享其

教養心得，使家長獲益良多。

家長義工
我們的家長們擔當家長義工，由校內至校外、境內至境外，協

助老師進行不同的學習活動，悉心照顧學生們的需要和安全。

親子旅行
日期：2018年 3月 11日
活動簡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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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舉行「親子旅行」。旅行地點的錦田鄉村俱樂

部內有多項康體設施，配上蘭場和兔園，宜動宜靜，既健康又溫馨，

這個理想的樂園讓各個家庭歡聚了一天。

親子環保小錢包工作坊
日期：2017年 11月 10日
活動簡介：透過講座介紹香港處理垃圾流程，讓家長及學生明瞭每天

大量的固體垃圾，令現有的堆填區即將飽和。「環保小錢包製作」讓

家長及學生明白如果能夠花點心思，在源頭減廢，為地球盡一分力。

運動會親子遊戲
日期：2018年 3月 15日
活動簡介：潮陽百欣小學與香港潮陽小學合辦第十三屆聯校陸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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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舉辦了三個親子遊戲項目：同心合力顯幹勁、百發百中及勇往直

前。當天有多個家庭參與，現場氣氛熱烈。多謝各家長義工協助大

會工作，令賽事得以順利進行。
舉行日期：2018年 7月 6日
活動介紹：林碧珠校長自一九九三年開始任職香港潮陽同鄉會

主辦的香港潮陽小學上午校，翌年起擔任香港潮陽小學下午校

及潮陽百欣小學校長一職，在校服務二十五年。

林校長對學校發展懷有極大抱負，竭力為學校爭取資源，為學

生建立多項平台，讓學生在設備完善的環境下學習，使能發揮

潛能、盡展所長。我們為感謝林校長對學校的貢獻，因此師生

和家長特意為林校長舉行歡送晚宴，以表謝意。

當晚筵開 40席，邀請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先生
SBS MH JP、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張肖鷹副部長、教育局前任
局長吳克儉先生 GBS JP、潮陽百欣小學榮譽校監蔡衍濤先生
MH、潮陽百欣小學校監陳智文先生蒞臨，大家歡聚一堂，紛
紛與校長合照，並送上摯誠的祝福。

舉行日期：2018年 3月 2日
活動介紹：各家長義工在家長日把花卉加工裝飾進行義賣。讓學

生及家長可購買花卉送贈老師，以感謝老師的教導。

香港潮陽同鄉會致送紀念品給林校長

家教會致送紀念品給林校長 家教會委員高歌向林校長致意

元朗區優質教育展接待

(10-12-2017)

元朗區慶回歸活動之

沙灘排球賽接待 (1-7-2018)
百欣兒童才藝嘉年華 2018 接待
(19-5-2018)

英歌群英會健力士紀錄

接待和協助化妝 (17-3-2018)

元朗區藝術節深港澳青年文化

交流音樂會接待 (22-4-2018)

協助香港濕地公園培訓濕地

小導遊 (2017-2018)

我們的家長義工正預備義賣的攤位。

看！家長媽媽比花更美！ 家長義工精心製作小食義賣籌款。

家教會委員與參選的家長一同合照。家長及教師一起點票，由家長們監票。

陳智文校監致辭

湯修齊先生頒發委任狀

 嘉賓與委員來一張大合照

遊戲勝出的隊伍

獲頒發大禮物

大抽獎—蔡衍濤榮譽校監

與得獎者合照

麥何小娟女士與家長們分享家長

身教如何影響子女的性格。

老師們和家長們請麥

何女士為其著作簽名留念

專題研習周考察

「廚餘回收」環保活動

戶外學習日

秋季旅行日

新加坡、潮州、杭州遊學團

「故事媽媽」

小一新生適應課程

「一人一花」活動協助移植花苗 回收大行動

「百欣之星」換禮物

兩母女很合拍啊！

要勝出講求合作性，大家都有很好的表現。

遊戲都挺有難度啊！

接力賽也難不到家長和學生。

天公造美，讓大家能寫意地

享受了一天的陽光。

「大抽獎」助興，大、

小朋友抽到獎品非常雀躍。

感謝一眾家長及老師委員為我們

籌備了這個親子活動。
大家圍著碳爐，有說有笑

真高興。

家長及學生都很專心聽環保講座的內容。

小朋友拿著自己親手製作

的環保作品。

本校一向致力推廣環保訊息，

祈盼活動能將訊息帶到家長。 記得要物盡其用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