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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親愛的校長、老師、家長：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回想起女兒小一入學那年，跟大家新生家長一樣什麼都不會。為了

對學校多加認識，於2011-2016曾參加不同類型家長義工服務，繼而於2017學年毅然參選成

為家長教師會（家教會）委員，加入了這個大家庭。三年間曾出任司庫、副主席和主席，在

不同崗位服務大家，竟令我這位「在職父親」的生活變得絢麗多彩。

    過往，家長教師會舉辦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精彩活動。種類包羅萬有，當中包括G12加

油站、家長教育研討會、電影欣賞、聖誕聯歡、文化日、復活節聯歡、敬師日、大旅行、

百萬行、職業博覽會、家長工作坊等等⋯⋯。尤其是家長教育研討會，每年學校和家教會

誠意邀請份量十足的講者嘉賓分享心得，家長們透過講座獲取不少親子心得，使家長們親子

知識及溝通技巧大躍進。當中的親子話題，亦令

我明白每位子女均是獨一無二，無條件的愛確信是

維繫親子關係的重要元素。當然最重要的切忌不能紙上談兵，付諸實行最

為重要。我們要徹底去認識子女的獨特性格，因材施教。世上不會有一本 

「驚世絕學」秘笈教你如何擔當一位稱職父母，關鍵在於各位家長能否活學

活用。

    作為今屆家長教師會主席，盡力做好本身崗位之餘，也期望能在最後一

年能整合過去三年會務經驗，團結各位委員，將委員的經驗和心得，有系統

地好好整理及保存，妥善規劃及承傳，為學校、家長及學生達致有效溝通的

橋樑，打造更鞏固的根基。在此衷心感謝校長及各位老師的支持、家教會委

員及家長義工無私的付出，以及各位家長一直以來踴躍的參與。期盼來年家

教會工作能以務實作風和團隊合作精神繼續運行會務，承先啟後，薪火相

傳，把本會的精神承傳。

    最後，各位同路人請繼續為「家校合作」而努力！祝願每位同學能享受

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擁有更豐盛的人生！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蘇銘洋

    今年，是很特別的一年，因為停課的關係，我們家長教師會每個月的會議，也因為

疫情，改以Zoom的形式來討論各類事項，看見各委員依然積極的參與，很難不被感動！

    雖然，今年因停課關係，部份原本我們已安排好的活動都被逼取消，但我們並沒有

因此而停止一切運作，依然繼續努力發揮家長教師會作為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橋樑，不得

不感謝我們的主席，在停課期間，依然不停歇地跟學校溝通；各位委員努力收集家長們

的意見，好讓學校盡快知道家長們在停課其間遇到的難處並能盡快作出調整。

    在此，特別感謝家長們對家長教師會的信任，以及學校一直以來的支持。

副主席 胡凱欣

愛心、互信、承傳

副
主席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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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traordinary School Year
As another new academic year begins,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warmest welcome to all parents, 
particularly those who are new to A-School. You are 
joining A-School family at a very extraordinary time 
– extraordinary as the school year kicked off with the 
mode of e-learning until resumption of face-to-face 
classes in two phas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September.

 
Since term 2 of the previous school year, we have 

been under the new normal where learning activities 
have gone online. My gratitude to the dedication 
and commitment of our able teachers, co-operation from parents, as well as 
excellent adaptability of our students in coping with the changes. The concerted efforts from all parties brought the school 
to new heights.

 
Despite being affected by the pandemic, our G12 students of 2019/20 class continued to demonstrate the spirit of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The outstanding results in the Cambridge and Edexcel AL exams of their graduates allowed them to receive 
offers from top-notched universities. Ninety percent of our entries scored A or above and around 72% with A* (compared 
to 8.9% in England). As for the HKDSE graduates, their overall results in the HKDSE exams remaine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Hong Kong averages, enabling 63% of our students to receive JUPAS offers. Among which 83% are from the UGC-
funded universities, and about 45% ar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l in all, the overall further study rate of our graduates reached 99%. It is 
also noteworthy that many of them are admitted to world-renowned top universities including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King’s College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nd many more. Of which, more than half of the offers are within top 100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The pandemic has brought reflection by the educators. While online teaching possesses edges to a certain extent, it 

does impose constraint on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whole-person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Online interaction 
definitely cannot replace face-to-face nurturing by teachers whose missions are propagating the doctrine, impart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resolving doubts (師者, 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The COVID-19 is anticipated to last quite 
some time and going forward unforeseeable problems could arise. Given the volatilities of the pandemic, we have to prepare 
for and embrace new challenges to be brought along with. We would make every effort and attempt to create new paradigms 
of learning and innovate new models of teaching to make learning effective and stimulate our students. Let’s continue to join 
hands to cope with the future challenges.

 
This school year marks a new milestone of A-School – celebration of its 15th anniversary. All along, parents have been a 

staunch support to the growth of the school and become a crucial member of the A-School community. With the assistance 
of PTA, a close parent-school rela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all-round upbringing of our children. 
As a through-train school with a brief history, we have been witnessing it growing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Nowadays, we 
have over 1,800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250 teaching and supporting staff, over 900 alumni, three-stage of learning from 
junior school, middle school to senior secondary school, plus the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curriculum. All these achievements 
could not be possible without the presence of any parties. We are so blessed and grateful to have you be part of A-School family 
and walk along with us all these years.  With the determination and concerted efforts, it is believed that more achievements 
would be made in the days to come. 

 
Lastly, I, on behalf of the school, truly thank PTA for its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during the difficult time of last 

school year. Wish every member of A-School a successful and fruitful school year.
 

Dr. Chan Wai Kai, Benjamin
Chief Principal

Chief PrinCiPal’s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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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了很特別的一年，無論在學校的教學上或是在家庭中相信

學生、家長及老師都面對不少困難。慶幸的是，在A-School中，家

長和學校都是為著學生的福祉在自己的崗位努力，互相支持，令學

校繼續成長，實在難能可貴。能夠與各位一起共事、面對不同的挑

戰，實在是一件樂事。A-School的十五週年將至，希望大家繼續緊

密合作，為著我們的學生和A-School的進步而努力。

鄧紹南老師

    與家教會攜手合作已經七個年頭，宛如一個小家庭

的家教會不單單籌辦親子活動，推動家校合作，更好比

推動我校昂首向前的一個小齒輪，為我校每一員默默地

獻上溫馨的支持與鼓勵。剛過去的一年，困難重重，但

家教會仍不懈地跟進四大供應商的服務、為有需要的家

庭提供適時支援，與A-SCHOOL並肩同行風雨中！

    在家教會積極配合下，展開家長學堂的課程規劃工

作，令我獲益不淺。每次看見家長們投入參與、積極發

問，最後滿足地離開，都令一眾籌委們欣慰萬分。家長

們孜孜不倦地學習及交流育兒心得，是我校學生之福。

    再次，衷心地感謝家長們的支持，希望來年能與您

一同參與這饒有意義的工作！

陳佩柔老師

It’s my honour to be a member of the PTA these two 
years. Working with the teachers and parents in the PTA 
is a fruitful and enjoyable experience without doubt.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home-school 
collaboration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student learning 
and growth. Many educators believe that home and 
school can accomplish more than either home or school 
can accomplish alone. By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PTA Exco members, I have witnessed the contribution, 
passion and diligence of our parents. No matter how 
busy they are, they always exert their utmost to plan the activities and to support our school as well as 
students in various aspects.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all PTA Exco members. 
Without their effort and hard work, A-School will not be able to grow so fast and well. Great thanks to 
all of you!

 “Alone we can do so little; together we can do so much”. ~ Helen Keller
JacquiKoo

老師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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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家長教師會委員，常常會為委員的

努力而感動。由於彼此的無私付出，為家長

或學生關注的事情努力，為代表家長對老師

作出謝意，為每項活動盡心盡力去規劃及推

行。想在此為大家的付出，表示真誠的謝

意，盼望家長們繼續支持家長教師會。

曹小怡老師

    在過去兩年擔任家長教師會教師代表，我能感受到家長們對學生成長的付出，

例如舉辦活動(如一年一度的跑樓梯活動)，拉近家長與子女的關係；支持家長教育研

討會，探討親子關係；疫情下及時回應師生的需要，為學生及老師送上打氣的小禮

物(如口罩套)。此外，PTA能居中協調學校與家長們對於校車服務、午飯供應商、校

服供應商等問題；當中花了不少的時間及心力。

    相信大家都知道，家庭與學校的良好溝通，建立合作的關係，對兒童及青少年

的教育成效有十分正面的影響。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PTA有效促進家校溝通、為

家長及學校建立伙伴關係的歷程上，功不可沒。

李嘉榮老師

    參與家教會應該是第五個年頭了。

    近期因為多在家中工作，所以多了機會學習不同的新知識。最近看了很

多有關狗隻的訓練方法，原來牠們大都不懂人話，除了表情、動作之外，氣

場是很重要的溝通大氣層，這個包括信任、尊重和愛。如同家教會，就是一

個氣氛融洽、充滿正向的氛圍，沒有爭拗，大家朝�同一目標，把事情做

好，是一個集氣的好地方。

    大旅行、敬師日、家長教育研討會、百家手印、電影欣賞、職業博覽

會、親子工作坊、節日佈置、校車及膳食監察、獎助學金、百萬行、跑樓梯

競技賽等，所涉獵的範圍廣闊，應有盡有，關注事項顧及家長、老師、校

方、學生各方的需要，而且噱頭多、創意無限，為學校未來的發展繪畫燦爛

的一筆又一筆。真心感謝各位家長的配合、協助和關愛！

王慧君老師

    能成為家長教師

會的成員真是難得。

在這幾年，有不同的

機會和家長合作，真

是十分幸運。見到家

教會委員們一同為到

學生而努力，真是非

常感動。學生的成長

是需要家長和老師的

共同努力。今年是疫

情的一年，看到家教

會為學生、家長和老

師送上口罩套，委員們努力幫學校在家長群組

傳遞訊息，大家同心同德，體現家校合作，盼

望家教會業務蒸蒸日上，迎接學校輝煌的十五

週年。

成德裕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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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小學部家長委員 學生級別 中學部家長委員 學生級別 中/小學部老師委員

主席 --- ---
蘇銘洋先生
(Louie)

6C/9D ---

副主席
胡凱欣女士
(Daisy)

2C/5A --- ---
吳麗芬副校長
(Stephanie)

秘書
周家柱先生

(Joe)
2E

司徒敏儀女士
(Mandy)

9B
曹小怡老師
(Siu Yee)

司庫
鄭雪莉女士

(Shirley)
6A

張靄欣女士
(CoCo)

7B
古頌德老師
(Jacqui)

教育
杜文鳳女士
(Faye)

3D
鄧麗玲女士
(Natalie)

7C/9D
陳佩柔老師

(Ivy)

康樂及福利
陳淑媚女士

(Suie)
1D/3A

李國輝先生
(Ray)

7D
成德裕老師
(Albert)

聯絡
黃家豪先生

(Karl)
2D

崔錦慧女士
(Julia)

11E
鄧紹南老師
(Sam)

總務
馮卓傑先生

(Jacky)
4C

蔡家偉生生
(George)

9A
李嘉榮老師
(Marcus)

理事
房順堯先生

(Pen)
4B --- ---

王慧君老師
(Melinda)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家長教師會

第十三屆 (2019-2020)
常務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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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委員自製消毒搽手液

送全校老師

    突如其來的疫情，不但影響了學校的

運作，PTA原定舉辦的活動亦因此大受影

響。慶幸在主席的帶領下，全體委員均齊

心面對，快來看看以下的疫情點滴：

全體委員拍攝短片，

留言鼓勵A-School同學

加油！

會議改用Zoom形式舉行 購入探熱槍，

確保所有同學

正常體溫參與

活動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在家教會服務將近兩年，今年因受疫情影響，在校

內的時間相對比較少，雖然學校停課，大部份的活動也取消，但我們也落實

了一些重要的事項，例如成立家愛同行附屬委員會，籌備百家手印牆，盼來

年仍能為大家服務。

    自從年初開始，因疫情影響，各人生活習慣也有所改變，學校在農曆新

年假期後按教育局要求暫停開放，學生們不能回校上課，多月不能見面。為

了令同學，教職員在復課後能有更好防疫保護，家教會贈送每位同學和教職

員一套“口罩保護套”，在有需要除下口罩時，可將口罩臨時放入保護套內

存放.

    老師們不辭勞苦在停課期間每天如常回校為同學們準備教材和網上實時

Zoom授課，推行“停課不停學”的學習模式，家教會為老師送上一支隨身消

毒噴霧保護自己，為各人送上祝福！

    在校巴方面，停課期間我們亦多次與校巴負責人彭先生開會，並在停學

期間提供校巴交收功課安排，復課前所有校巴都完成納米光觸煤噴塗服務，

車上常備酒精搓手液，加上家教會為校車提供探熱槍給各跟車姨姨，以確保

每位學生在健康情況下回校復課，叫家長們放心。

小學部委員黃家豪

家校
同行齊抗疫

拍攝短片，介紹口罩保護套使用方法

為全校師生送上口罩保護套，確保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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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飯
分
享

    PTA午膳關注小組成員一直關心同學的午膳安排，由提供一、二年級同學的飯盒，到

三、四年級樓層分飯流程、以至到五、六年級於中學飯堂用膳情況都會留意，定期跟學

校、飯商開會，了解各級別的午膳安排需要，亦不時進行「突擊試飯」，在沒有預早通知

飯商情況下，可以真實及客觀地觀察午飯情況。

    由於今年泛亞飲食有限公司將正式投入服務，剛剛開學9月中期間，PTA已經做了第

一次突擊試飯，協助飯商去了解不同年級同學的需要，當日兵分三路到各級別不同區域觀

察食飯情況，隨後立刻跟飯商開會及研究改善地方。

    10月中，PTA再次突擊測試午膳服務，針對家長查詢及關注情況，午膳關注小組派

了各委員到二年級班房近距離觀察了午飯時段情況，並提議跟進及改善派飯程序。以下是

突擊試食當天的飯餐，PTA小組特別留意蔬菜肉類比例，味道及份量是否適合同學享用。

營養  均衡營養，飯單設計由營養師監察，希望同學都會嘗試飯餐內的主菜及蔬菜

溫度  會用雷射溫度探測器探測食物溫度，以確保食物新鮮保溫

味道  不可以太濃，少鹽少糖少油高纖，分開另加汁醬

時間  足夠時間完成飯餐，同學亦可享受食飯樂趣

    除監察飯餐的溫度外，我們會留意暖櫃內飯餐狀況，當天刻

意留一盤飯至最後試食，看暖櫃會否令飯變乾變硬，最後在所有

同學完成午膳後，委員才取出飯餐，食物保持約50度，飯狀態良

好，沒有乾硬感。

    五、六年級同學會在中午12時到中學飯堂自行選擇飯餐。飯

堂提供8款，包括燴飯、扒飯、蒸飯、湯粉麵及一款素食。而中

學同學於大約12:50開始到飯堂進餐，情況大致暢順，訪問大部

份同學也滿意飯餐味道，在此跟大家分享一些飯堂提供的食物相

片，希望飯商繼續為同學提供優質、健康、環保的午餐。

    PTA午膳關注小組於2019年11月6日Playday簡介會向一至三年級家長講解突擊試飯細節及

分享同學對飯餐的片段，而突擊試飯報告已上載PTA網頁http://www.hkbuaspta.org.hk，有興趣

家長可上網瀏覽，歡迎電郵意見或查詢問題至info@hkbuaspta.org.hk

中學部委員 崔錦慧

A 甜椒烤豬柳飯 B 酸甜燴魚柳 C 白菌雞粒螺絲粉 D 咕嚕素雞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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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2019

周年大會及
第一次常務 

會議

25/10/2019

SS Athletic Meet - 
師生接力賽

6/11/2019

P1-P2 Play Day
試飯分享

27/11/2019

G12 加油站
(第二站)

20/12/2019

Christmas Party 
(PS & SS)

17-18/ 
01/2020

家長日
(敬師卡)

19/10/2019

家校童聚同樂日

30/10/2019

G12 加油站 
(第一站)

23/11/2019

第二次常務會議及
家長教育研討會 - 
風雨同行成長路

17/12/2019

第三次常務會議

11/01/2020

電影欣賞
獅子山上

22/01/2020

中國文化日 
(PS & SS)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 - 2019-2020工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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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01/2020

家長日
(敬師卡)

25/02/2020

第四次常務會議

21/04/2020

第五次常務會議
(Zoom)

8&15/ 
06/2020

派送口罩膠套 
(PS & SS)

13/06/2020

Career Expo 
(SS) Zoom

22/08/2020

第七次常務會議

22/01/2020

中國文化日 
(PS & SS)

14/03/2020

家愛同行附屬 
委員會小組 

會議

09/06/2020

第六次常務會議

12/06/2020

敬師日 (SS)

25/07/2020

內務會議

9



家愛同行附屬委員會

簡 介

頒發獎學金

百家手印

    一年一度的「家校童聚同樂日」

活力校園跑樓梯競技大賽暨繽紛攤位

嘉年華已於2019年10月19日順利舉

行。一如以往，學生及親子組合在學

校不同樓層進行跑步及競技比賽，氣

氛熱烈。除此之外，當日更安排了由

義工帶領的攤位活動，每位同學都玩

得不亦樂乎。今年我們更首次引入美

食車提供食物，讓大家可以運動，玩

樂及美食共治一爐。

    百家手印啟動儀

式之印手禮已於19

年10月13日順利完

成，4位嘉賓的手印

將於百家手印牆完成

後掛上，若家長亦希

望自己一家的手印能

掛於校內，敬請密切

留意籌款日期。

    家愛同行獎助學金計劃，自2017年成立，為

完善所有申請個案的審批，故此本年度我們特意

成立了“家愛同行附屬委員會”，主要負責接受

「家愛同行」計劃申請並按申請人提交申請理由

作獨立審批。

(2019-2020)家愛同行附屬委員會名單

職位 家長/老師委員名稱
主席 PS：黃家豪先生

家長委員 PS：

SS：

胡凱欣女士，杜文鳳女士， 

周家柱先生，馮卓傑先生

蘇銘洋先生，司徒敏儀女士，

鄧麗玲女士，蔡家偉先生

老師委員 第十三屆委員會名單中四位中/小學

部老師

*PS=小學部代表  SS=中學部代表

「家校童聚同樂日」活力校園跑樓梯競技大賽
暨繽紛攤位嘉年華

家愛同行計劃每年均為表現優秀的同學設獎學金，以茲鼓勵，恭喜以

下今年各得獎者：

DSE GCEAL
AU Toi Yan LAI Yu Chun

CHAN Chun Hei LEE Tak Yin Quinton

YU Yan Hang LEE Yik Ching

CHEUNG Justin LIM Natalie Joan

LIU Chak Long WONG Kui K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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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商
日期 事項
2019年9月16日 第一次突擊試飯

2019年9月17日 新飯商開會商討

2019年10月15日 第二次突擊試飯

 

2019年10月22日 新飯商開會跟進

2019年11月6日 於小一至小三親子遊戲日，分享午飯評

估報告

2020年1月13日 第三次突擊試飯

四 
大 

供 
應 

商

    2019-2020學年，全港

學校運作主要受到兩大事件

影響：反修例社會運動及新

型冠狀病毒疫情。學界停課

以致學校的四大供應商（包

括書商、校服商、飯商及校

巴公司）承受�不同程度的

影響。

    事件對書商的影響算是

最輕微，基本上能在學期初

提供課本，只是今年稍稍多了「遲到」的書。

    至於飯商，雖然停課期間不能營運，但大型連鎖集

團能夠作內部安排，員工也可以維持工作。

    校巴公司的情況就有點複雜。持續數月的停課，校

車公司申領了政府的防疫基金資助，保住了校巴公司的

固定資產，但每日都照顧著乘搭校車往返學校的司機及

保母可謂「手停口停」。有見及此，校方、校巴公司及

家教會就疫情下的營運情況，按照疫情發展召開了多次

會議。

    經過一輪的商議，三方決議作出以下安排：

    2月份的預繳車資撥作7月份，3月份不收費，4月

至5月則收半費，6月時復課收全費。

    簡單來說：2月至7月共六個月期間，校巴公司實收

取了合共三個月車費。

    雖然少部分家長對此決議有所保留，亦曾建議更換

校巴供應商。然而考慮到不同的因素：包括覆蓋全面的

校巴路線、合約條款外所提供的課後活動接載服務等，

亦本著體諒與同舟共濟的精神，我們希望能以雙方都能

接受的方案，以保障悉心照顧同學們的校車司機及保母

的基本生計，大家一起共渡時艱。

    最後，校服供應商因社會事件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兩大事件的衝擊，在2020年10月份結束營運。校方立

即展開尋找校服供應商的工作，家教會亦會密切留意，

以減低供應商突然結業對家長學生們的影響。

小學部委員 馮卓傑

 午飯  校服  校車  課本
自去年成立的四大供應商小組，家教會持續關注跟進四

大供應商的服務質素，更會定期在恆常會議內討論相關

事項。以下為本年度部份工作。家長如對四大供應商的

服務有任何意見，歡迎電郵：info@hkbuaspta.org.hk

校車
日期 事項
2020年3月 跟校車公司就疫情應變商討

2020年5月 復課商討

2020年6月 復課後檢討

2020年8月 商討校車路線計劃 (y20-21)

不尋常學年下的
服務供應商

11



    今年有幸被邀請為中學部一年一度的職業博覽講者，對

象是9及11年級的同學及家長，學校對同學們的照顧真是很全

面，有機會在校園裹接觸不同的職業，可以為自己的前途提早

一點準備。雖然現在科技先進，任何事情都可在互聯網上了

解，但學校特別在臥虎藏龍的家長群裹，邀請一班精英分享他

們在工作上點滴及經驗。今年家長講者就有來自商界，醫療

界，紀律部隊等。而我主講是財務策劃及風險管理。

    今次講座最特別是因為Covid-19，所以不能面對面和同

學溝通，只能透過網上分享。雖然不能面對面，但學校安排妥

善及同學們熱情的發問，令我越講越起勁。期待來年的Career 

EXPO，可以在台上跟同學們面對面分享。

小學部委員周家柱

    又到一年一度中學部的職業博覽

日Career  Expo，今年活動形式因為反

覆的疫情而改變了，而活動日期也因

此延後了，本來我還害怕是否需要取

消活動......

    多謝老師們的努力和一班家長的

支持，A-School每遇到困難時總見到

大家眾志成城去面對，學校無奈地延

後活動日期，一班家長和講者沒有半

點怨言儘量安排，只希望活動可以順

利進行，能幫助我們的同學。

    無論面對面的分享或只可用Zoom

進行互動都令作為分享家長之一的我

有點擔心，畢竟對網上教學並不熟

悉，誠然，幸得學校安排與支援，加

上A-School同學對Zoom上堂非常熟

悉，巧用Chat  Room互動，90分鐘過

得飛快，活動亦順利完成。

    再一次多謝老師的努力和辛勞，

亦多謝一班的家長支持，特別感謝你

們用心的準備！

中學部委員 李國輝

    今年的家長研討會，我們邀

請了重量級的嘉賓來做分享，鄧

藹霖女士和麥何小娟女士，主題

是“風雨同行成長路”。

    當日參加的家長非常踴躍，

兩位嘉賓的分享也十分精彩，也

分享了很多真實例子，讓家長們

容易產生共鳴。

    我相信，沒有人天生就懂得

如何做“父母”，“父母”也需

要不斷的學習，與時代並進，沒

有對與錯，只有不斷的努力跟嘗

試。

    “風雨同行”，今天我不是

只站在你背後支持你，也不再是

高高在上，而是，無論發生什麼

事，我都在你身邊，跟你一同感

受喜與悲。

副主席 胡凱欣

Career Expo活動感想

家長教育研討會-風雨同行成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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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日

    我兒子是7年級插班生，參加了PTA後，我認識了很多

新的朋友。好開心有份參與文化日的工作人員。第一次參

與令我又驚又喜，沒想過有很多義工幫手，當日有位書法

家(義工家長)讓我最深刻，他寫超過二百張揮春，從不感

覺疲憊。同學積極去學和寫，看見小朋友對傳統文化有深

厚的興趣，都感到好開心。中國揮春是一個高深的學問，

希望之後每年文化日可以繼續將中國國粹傳承下去。我都

會將這文化帶到我的家庭，寫揮春送比爺爺麻麻，幫長輩

寫揮春作為新年禮物，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新年活動。

    文化日一開始就是舞獅表演，舞獅浩浩蕩蕩的步入操

場，大鑼大鼓，非常震撼。看到小學生興奮莫名，自己見

到都會會心微笑。最後，希望每一年都可以為PTA作出一

分的貢獻，製造更加多歡樂及有意義的活動給學生參與。

多謝各位PTA的委員及主席Louie帶領~

中學部委員 張靄欣

滿福文化日
    今年是我第三年以家教會委員身份參加學校的文化

日。每年我都悉心打扮以配合小朋友的華服，希望能展示

中華文化不同的內容，與及與師生們享受每年一次的農曆

新年活動。

    文化日的首個活動是在小學操場進行早會，讓校長及

老師向同學們祝賀新春，然後按不同級別輪流在課室進行

課室活動或到操場暢玩攤位遊戲。從早會的派發糖果到攤

位遊戲中的賀年食品，都盡見小朋友饞嘴的一面。

    早會之後，我負責派發笑口棗、角仔等賀年食品。雖

然這些食品不是我負責訂購，而只是負責從供應商運回學

校，我仍擔心同學仔對這些「老餅」不甚興趣。豈料，小

朋友始終難抗食物的魔力，有些更問同學借張遊戲券來添

食。

    過了半小時，原先的財神（應屆家教會主席）要趕往

中學部，我就頂上做財神，做個慷慨的財神，不斷找糖果

派給小朋友。拿著滿載糖果的金元寶，我煞是受歡迎，在

操場遊走總有十多位小粉絲跟著。怎料過

了第一節，已將所有糖果派完。財神

在第二節唯有派賀年食品，只消10分

鐘，財神可以下班了。

    看到這裡，大家都會覺得我好

享受跟小朋友一起。沒錯，能花一點

時間跟孩子們是一種福氣。尤其是

貢獻自己給自己的孩子的學校，這

一點相信跟同場的家長義工所想一

樣。

    只要盡心盡力的侍奉我們的小

主人，你和你的一家必被祝福。

小學部委員 馮卓傑

電影欣賞 之 
獅子山上

（一月十一日）

    當日活動非常之成功，一共有

311人報名。在場各位家長及同學都被

這齣戲有所感動。

    這套戲非常之勵志，講述主角因意外而導致半身不遂，

並承受非常之大的壓力，幸好有家人的支持，及後醒覺並持

有不放棄的心態、重拾自信並走出陰霾，重踏人生的道路。

    活動完結後，有幸邀請主角之一 林德信先生 到現場與

一眾觀眾拍照留念。

中學部委員 鄧麗玲

電影欣賞 獅子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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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慶祝普世歡騰的聖誕節，本校於2019年12

月20日上午舉辦聖誕聯歡會，當日家長教師會特

別邀請了部份委員化身為聖誕老人來到A-School

跟大小朋友齊齊慶祝。六位聖誕老人及委員到訪

中、小學部課室大派糖果及禮物，為當日增添不

少聖誕氣氛。今年家教會特意送上既實用又環保

的鞋袋，希望收到禮物的你會喜歡！

小學部委員 陳淑媚

    今年PTA的活動因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響，大部份活動需更改舉行日子，部份更被迫取

消。慶幸的是敬師日這大日子，最後亦能把握了

在短短數星期的半天復課日子內舉行，相信大家

是感應到老師在疫情期間的辛勞，因此讓我們可

以順利舉行這活動。今年的敬師日PTA特別揀選

了茶包、口罩保護套及自製消毒酒精等，作為對

老師的感謝，希望老師們能在一個安心又窩心的

環境內工作！

    在這疫情期間，

看見每位老師為著不

影響學生進度而安排

的一切一切，在此由

衷的向校長，老師們

再一次致謝。

中學部委員 

司徒敏儀

    2019/2020雖然是個不

平凡的學年，然而十二年級

的中學生，仍然需要積極面

對人生最重要的DSE考試。

    PTA在2020年10月30日及2020年11月27日舉行

G12  WeCare  Day，藉此為我校十二年級的學生們打

氣、加油！！

    今年PTA準

備了人見人愛的

雪糕及永遠留在

唇邊的糯米滋，

十二年級的中學

生肯定吃在嘴裡，甜在心中。

希望PTA的加油，可以讓你們在辛苦準備考試之中，帶

來一點點的溫暖。

小學部委員鄭雪莉

G12加油站

聖誕聯歡

敬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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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校董會，目的是在公開具透明度和多方共同參與的學校管治架構下，以家長身份參與

管理和表達意見。

    但是，要好好管理我們學校確實不容易！學生1800人，教職員數百人，年收入達到

數千萬。還要處理校舍建設和維修、管理教員和行政人士、小食部和飯堂的租務、滿足

建築條例和消防條例的要求、協商26輛校巴車隊的管理、學務日常包括物資招標、外

判服務招標和大大小小的招標審議、學校發展的策劃和管理⋯等等。就好比一間大機

構一樣繁重和專業。在此我想感謝由校監和校長帶領的一班教職員，不辭勞苦克盡己

任地去管理學校。我在過去近四年間，以家長身份參與校董會服務之中，以第一身的

角度監察校政發表意見，務求做到將家長的關心和想法，融入到學校的管治之內。

    老實說，在四年間的接觸後，我是非常感恩自己三個小朋友可以在這裡學習和成長。

因為我深深體會到管理層在整個決策當中，絕對是以學生利益為先，而且，鉅細無遺地關

顧每一個細節，相信如果你可以參與其中，你也一定會認同。我希望各位可以繼續給予學

校信心，多發表積極有為的意見，讓我們的孩子可以繼續得到優質的教育和良好的學習環境。

    今年是我第一年加入家教會這個大家

庭，心情非常興奮又緊張，在這段日子裡，

認識了一班盡心盡責的委員，在參與各種活

動中，各委員互相幫忙，發揮團隊精神，非

常投入。家校合作是很重要的，能加強家長

與學校的聯繫，希望未來日子我可以繼續為

大家服務，共同為培育孩子加油努力，亦希

望大家多多參與和支持PTA搞的大小活動。

小學部委員 杜文鳳

    轉眼間擔任家教會委員差不多一年，任期亦即將結束，這一年

裡經歷了社會事件和疫情，活動大減，但提升不少應變力。

    由於在家教會中我算是“新仔”，很多地方需要舊委員提點，

幸好在他們的支持下終於完任期。本來抱著“幫頭幫尾”心態參加

家教會，但主席一開始已經安排每個委員要負責一個事工，由於在

NGO擔任過義工原因，所以進行事工前特別小心，恐怕沒有按程

序走而把事情攪壞，而且很多突然的轉變，幸好主席的帶領，最終

還是完成。非常感恩遇到一班無私奉獻的委員及義工家長，期間深

深感受到家教會的合作精神，讓舉辦的一切活動得以順利完成。而

作為家長和學校的橋樑，讓家長、學生及學校連繫在一起A-School

中，家教會的作用不少，因此希望有更多的家長積極參與及支持家

教會舉辦的活動，讓學生們對A-School有更多的歸屬感。

小學部委員 房順堯

After being part 
of the HKBUAS 
family for two years 
and having taken 
part in various 
school events, I 
stood for election for the PTA commitee 
at the start of the 19/20 academic year. It 
was an honour to be elected and I attended 
the monthly meetings and taken part in the 
various events in particular the 2020 Career 
expo of which I was tasked in organizing. It is inspiring to see 
the school, its staff and the PTA work so closely and so hard in 
order to run the school efficiently and bring out the best in its 
students. Being a member helped me develop my inter-personal 
and organizing skills and plus you meet great people. I would 
encourage any parent to actively take part in school events and 
stand for election to the PTA. It has been a great journey so far.

SS George Choy

家長校董/委員  感想

新委員蔡家偉 
George

新委員杜文鳳 
Faye

新委員房順堯 
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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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網站：

http://www.hkbuaspta.org.hk

電郵：info@hkbuaspta.org.hk

活動熱線：8101 2633

(上述熱線將於活動前3天

轉駁到負責的家教會

家長理事聯絡電話)

家長教師會編輯委員會：

司徒敏儀女士 蘇銘洋先生 

崔錦慧女士 杜文鳳女士

聯絡
資料

PTA app

《有平等有機會》共融戲劇欣賞
於2021年初將由藝造人才提供《有平等有機會》共融戲

劇。由後天失明的陳衍泓先生Comma(2016香港十大傑出青

年)擔任導演及主持。團隊將把其真實經歷融入演出。節目

可讓學生在欣賞演出的同時亦會與角色互動，加強同理心，

消除對殘疾人士的誤解及歧視，建立共融文化。大家記得報

名參加！
日期 ：2020 年11月28日(星期六)

時間 ：12:00- 15:30 

講題1 ：逆風而上--- 提升家庭抗逆力

講者 ：麥潤壽先生 BBS，MH

    香港著名廣播節目主持人，熱心青少年輔導工作，

曾於香港電臺第二台主持《星空奇遇鐵達尼》節目達13

年。2005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以表揚他致

力向社會推動及灌輸樂觀積極的精神。2011年7月更獲頒

銅紫荊星章，以表揚他熱心參與社會服務，表現傑出，

尤其 在兒童及青少年發展方面，貢獻良多。

講題2 ：愛裡更新---- 
  為家庭找到流通情緒的管子

講者 ：屈偉豪博士

    資深執業家庭治療師，婚姻及家庭治療哲學

博士，擁有美國加州之執業資格，亦為美國婚姻

及家庭治療學會臨床院士暨檢定臨床督導，美國

牧關督導及心理治療學院院士，香港專業輔導協

會院士，認可督導暨認證輔導員，香港婚姻及家

庭治療協會認可督導，於多所大學任教家庭輔導課

程，為多所輔導中心之顧問及督導，屈博士經常應邀主

講講座，並曾在多所電台及電視台擔任嘉賓主持，講解

婚姻及家庭生活要訣。

2020-2021 家長教育研討會
主題：逆風而上．愛裡更新
“Reborn in Resilliance and Love”

PTA  app 研發進行得如火如

荼，屆時家長可以隨時查詢

活動資料及付款記錄等，測

試現已進入最後階段，希望

快些跟大家見面。

PTA於去年已正式開始接受PPS付款，家長報名

參加PTA活動時，可以輸入商戶編號6629繳交

費用。但請留意商戶編號是有別於學校的商戶編

號，家長需注意商戶編號6629只限於繳交PTA費

用，不要選錯帳戶呢！

提 提 大 家

最新活動

密切留意
報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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