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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糧堂怡文中學家長教師會 
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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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九月 第九期二零一五年九月 第九期
第十屆家長教師會

（2014-2015年度）執行委員會
The 10th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2014-15 ) Executive Committee

職位
Position

家長委員姓名 
Parent Member

教師委員
Teacher Member

主席
Chairlady

馬寶兒女士 
Ms. Helen Ma

副主席
Vice Chairpersons

伍玉儀女士
Ms. Angel Ng

蔡煥杰老師
Mr Sam Tsoi

財政
Treasurer

余永祥先生 
Mr. Angus Yu

張漢聰老師
Mr. Cheung Hon Cheung

秘書
Secretary

虞振芳先生
Mr Ricky Yu

周月華老師
Ms. Fanny Chow

康樂
Recreation

曾寶珍女士
Ms. Helen Tsang

馮偉泉老師
Mr David Fung

聯絡
Liaison

黎淑佩女士
Ms. Isa Lai

魏永宏老師
Mr. Raymond Ngai

靈糧堂怡文中學法團校董會  家長校董
Ling Liang Church E Wun Secondary School Incorporate Management Committee  Parent Manager

家長校董：馬寶兒女士

Parent Manager: Ms. Helen Ma
替代家長校董：伍玉儀女士

Alternate Parent Manager: Ms. Angel Ng

顧問 黃偉東校長 consultant Principal Wong Wai Tung
榮譽顧問 鮑誠業先生 Honorary Consultant Mr. Bou Shing Ip
法律顧問 趙貫修先生 Honorary Legal Consultant Mr. Chiu Koon Shau
法律顧問 盧玉軍先生 Honorary Legal Consultant Mr. Lo Yuk Kwan

 馮偉泉老師 魏永宏老師 蔡煥杰老師 張漢聰老師 周月華老師  
黎淑佩女士 曾寶珍女士 伍玉儀女士 黃偉東校長 馬寶兒女士 虞振芳先生 余永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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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分享主席分享主席分享 (Chairlady's Sharing)(Chairlady's Sharing)(Chairlady's Sharing)

委員隨筆委員隨筆委員隨筆 (Committee Members' Messages)(Committee Members' Messages)(Committee Members' Messages)

  聖經箴言22章6記載「教養孩童，使他行當走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
偏離。」這句話對基督徒來說並不陌生，很多學校包括非基督教學校也會

採用作為校訓。經文提醒父母、老師們，教養孩童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應

該教養他們走「當行的道」，讓他們到老也不偏離。究竟什麼是「當行的

道」呢？我相信，除了幫助孩子學習真理，尊重生命，將正確的人生觀、

道德觀和價值觀傳遞給他們，讓他們一生充滿意義之外，「當行的道」不

是指某一條特定而一成不變的路，而是一條按著孩子獨有的性格特質、喜

好意願、按上帝賦予的才能恩賜加以培育的路。所以學校與家庭不但扮演

一個重要的角色，缺一不可，他們更需要緊密合作。

  今年家教會除了舉辦恆常的興趣班、親子燒烤及親子旅行等活動之
外，更有機會與訓導組及輔導組的老師交流，讓老師們分享他們的工作及

聆聽家長們關心的事情，相信這是一個好開始。我期望日後家教會繼續擔

任學校與家長的橋樑，建立更多溝通的平台，令家校關係更為密切。願上

帝祝福怡中各位學生，能在愛與關懷環境下，愉快學習，發揮上帝所賜給

他們不同的潛能。也祝福怡中的教師團隊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主席：馬寶兒女士

  轉眼間，加入了
怡文中學家教會已達

八年，當中有幸能與

一班熱心且無私奉獻

的家長合作，是我最

大的福氣。在家長委

員身上，我也學習到

不少，見證到家校合

作，關愛共融。也見

到無私奉獻當義工的

家長，其子女也是特

別樂於助人，對身邊

事物及社會特別有承

擔。可見家長是子女

成長的榜樣，以及家

庭教育的重要性。

  家教會委員雖然各自都非常忙碌，但在策劃活動時都
不遺餘力。特別在園藝耕作和一天郊遊活動中，更成為助

教和嚮導。熱心的委員們，為代表眾家長向老師表示敬

意，更在敬師活動中，親自煲了足料靚湯、製作消暑啫

喱、沖泡奶茶咖啡、還預備好水果和餅乾，讓老師們在會

議中段得以補充體力，舒緩一番。老師們都喜出望外，表

示欣賞和感謝。

  總括而言，家教會委員不單單是學校與家長溝通的橋
樑，更是家校一家親，就像親人一般，彼此照顧互補，能

與他們合作是何等的喜悅，莫大的祝福。在同心策劃活動

時，也是充滿成功感的。在此邀請各位家長加入委員行

列，這確是一個好經驗，既能體會和諧又積極的隊工，又

能了解子女的校園生活，為學生在怡文中學有更好的校園

生活貢獻出一分力。

  各位家長，你們
好！我是本屆家教會

老師委員馮偉泉。我

是負責康樂活動的。

  靈糧堂秀德小學
與本校是結盟的「一

條龍學校」，所以多

項活動皆與他們合

辦，各展有所長，互

補長短，使活動生色

不少。

  在聯校親子園藝
班，多位秀德小學的

家長擔任義務導師，

貢獻良多。在聯校的

水仙花班，中小學家長，互相交流心得，每年的水仙花

皆非合時及漂亮，增添新年喜慶的氣氛。最成功的首推

聯校環保燒烤晚會，中小學的委員全力以赴，使到四百

人的晚會，在歡樂氣氛渡過。另外，亦聘請專家舉辦講

座。又舉辦三季的家長學堂，共二十多項課程，目的是

提升家長管教子女技巧，加強與子女溝通，解決情緒問

題等等，深入而詳盡。

  從上述聯校活動，我深深體會到「一條龍學校」的
優勢，使兩所學校携手發展，成功邁向前。

教師委員：馮偉泉

教師委員：蔡煥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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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均舉行多次的「校長茶
座」，聆聽家長意見，目的是透過與

家長直接對話，讓家長進一步了解學

校的發展方向，同時家長可以直接向

校方反映意見。冀能携手改善教與學

的質素。

  In order to let parents hav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our school and give opinions to 
our school, there are meetings with 
the principal. All parents are cordially 
invited to participate. 

校長茶座  Meeting with 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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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校環保親子燒烤

晚會」於2月6日舉行，由
秀德小學家長教師會及本會合

辦，今年的主題仍然是著重環保，

當晚，家長及同學自備多次使用的杯

碟，不使用紙杯紙碟。此外，透過燒

烤晚會活動，兩校的家長、同學和老

師於是次活動一起享受燒烤樂趣，

促進彼此間的溝通，更藉此交

流意見，氣氛非常熱鬧。

一條龍學校環保親子燒烤晚會 
Trough Train school Eco-Barbecue Night

師於是次活動一起享受燒烤樂趣，

  
The"Through Train 

School Eco-Barbecue Night" 
organized by the PTAs of both 

Sau Tak Primary School and E 
Wun Secondary School has received 
an overwhelming response f rom 
participants. Through organizing 
this activity, we hope to increase 

participants’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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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慶 祝 農 曆 新

年，本會舉辦「水仙花

班」，由馮偉泉老師及陳

學彪先生教授如何切割及浸

水仙頭的技巧，還有切割

蟹爪造型的分享。今年

的水仙花開得特別漂

亮和合時。
In order to celebrate 

Ch inese  New Year, 
Chinese people like to decorate 

their home with narcissus. We 
held a class in instructing 
how to  cu t  na rc i ssus 

bulbs. 

一條龍學校水仙花班 Class for Cutting 
Narcissus bul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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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rain School
 Parent-child 
Planting Class

一條龍學校親子園藝班
本校家長教師會、秀

德小學家長教師會與本校園

藝學會合辦了「聯校親子園藝

班」。目的是透過園藝活動，培養

家長及子女感情，增加子女和家長的

溝通。另外，透過此活動學習有機耕

種及支持可持續發展的環保意識。今

年種植收穫豐富，例如：大白菜、

生菜、油麥菜和蘿蔔等等，大家

互相分享種植的成果，倍添

不少樂趣。

  In order to give 
opportunities for parents 

and chi ldren to enjoy the 
fun of planting, we organized a 

"Through Train School Parent-
Child Planting Class". Participants 
learnt to grow different kinds 

of  p lants and vegetables 
and also enjoyed their 

harv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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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校家長學堂共舉辦三期，每期都有不同
的主題，希望透過多元化的課程培訓家長，使

家長建立健康的人生觀及培育子女的正面態

度，提升親子關係。讓父母幫助子女迎接挑

戰，建立家校緊密的合作伙伴，為孩子締造更

合適的成長環境。

  Ling Liang Church Sau Tak Parent and 
Teacher Association and our association co-
organized  three series of Parent Program 
courses.  We hope that these courses will help 
parents foster a positive outlook and attitude 
in their children, improve relationships, and 
help your children better prepared for life 
challenges ahead of them.

Parent Program 一條龍學校家長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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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秀德小學家教會與本會聯合主辦「家庭正能量」家長講座。透
過是次講座，讓家長們能夠多些了解子女的需要，掌握溝通技巧，增

加彼此的信任，與孩子一同快樂成長。

  Our association has been concerned about not only the growing 
needs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but also parent education. Our 
association co-organized with Sau Tak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to 
hold a talk with an aim to help parent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ldren by learning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Through Train School Parents’ Talk   “Positive Energy in Family”

一條龍學校家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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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代表本校家長推行敬
師活動，為了答謝老師的辛

勞，由家長委員預備小食、飲

品、生果等，向老師表達謝意

和敬意！

  Parents prepared some 
snacks, drinks, soup, fruit 
etc. and dedicated them to 
teachers. 

Parents-Also-Appreciate
Teachers Activities家長也敬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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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捐血活動 
  為鼓勵家長與同學參與社區服務及幫助社會上有需要人士，本會與公民教育組舉辦「親子捐血日」活動。是次捐血活動安
排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七日（星期五），在學校禮堂舉行，由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執行。

  In order to encourage both parents and students to fulfi ll the civic duty of donating blood, the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and the Civic Education Committee have jointly held a Blood Donation Day on 7th November, 2014. 

Blood D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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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鼓勵親子郊遊，本會舉辦「蒲台島」
親子一天遊。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舉行。到達蒲台島後，參觀 響螺
石、僧人石、靈龜上山、佛手岩等景點，風

景美麗。中午在島上吃海鮮餐，參加者亦可

在那裡購買海味及紀念品。

  In order to encourage family outing, the 
PTA has arranged a one-day family trip to 
Po Toi Island on 28th March 2015.

Po Toi Island
One-day Family Trip蒲台島親子一天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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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定時把活動內容張貼於本會網頁，網址為http://www.llcew.edu.hk/llcewpta/index.html，歡迎各家長自行瀏覽；歡迎
家長提出意見，請電郵至pta@llcew.edu.hk

  The latest news, circulars and activities are posted on our website at http://www.llcew.edu.hk/llcewpta/index.html. 
Parents are welcome to explore for themselves. Parents are welcome to make comments, please e-mail to pta @ llcew. 
edu.hk

2014家長晚會及講座

家長教師會網頁

2014 General Meeting and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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