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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旅行
24/3/2018家教會大旅行，實在有別
於過往的旅行活動。當日太陽高掛，春風
送暖，各隊伍由中學部Chamber的學長
們帶領著小學部House的學弟、學妹完成
極具挑戰性的競技項目。值得一提的是各
人進行野外定向時為求取得佳績，在沙灘
上拔足狂奔，有人甚至涉水而行，拼力地
尋找「隱藏的記號」。終於，各人通力合
作，排除萬難，完成任務。同時，一張張
紅彤彤的臉兒，配上各社鮮明的服飾，構
成一幅一幅美麗的圖畫，好不可愛。
激戰過後，相信最令人欣喜的環節定
是「燒烤放題」，可令一眾「大胃皇」滿
載而歸。此外，場內的設施及海天一色也
教人樂而忘返。
真心期待下一次家教會的大旅行啊！

很感恩參加了PTA大旅行，
讓我加深了對女兒閨蜜圈的認識，也
可以跟其他家長交流一下，青少年時期子女
的轉變和相處心得！
而團隊遊戲更能讓高年級同學一展所長，帶領著
小師弟妹共同努力投入地比賽！
終於到學長們要瞻前顧後地照顧別人了，共同發
揮團隊精神吧！
同學們的成長路上還要經歷無數的跌跌碰碰才會
長大吧！
致各位王錦輝中小學的同學們，努力加油啊！
因為學校和家長就是你們最強大的後盾！
7E25 Molly Mok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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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 委 員 職 位 介 紹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第十一屆(2017-2018)常務委員名單
職位

小學部家長委員

學生級別

主席

中學部家長委員

學生級別

李小紅女士
(Candy)

10A
7B

中/小學部老師委員

副主席

胡凱欣女士
(Daisy)

3B

廖詠琪 助理校長
(Claudia)

秘書

汪 岩先生
(Richard)

2A
4E
6E

司徒敏儀女士
(Mandy)

7B

楊雅雯老師
(Eli)

司庫

鐘月妍女士
(Traviata)

3B
6E

蘇銘洋先生
(Louie)

7D
4B

莊曉莉 助理校長
(Jackie)

教育

楊佩儀女士
(Priscilla)

3E

崔錦慧女士
(Julia)

9D

陳佩柔老師
(Ivy)

康樂及福利

馮卓傑先生
(Jacky)

2E

何家亮先生
(Joe)

7D
3E

成德裕老師
(Albert)

聯絡

鄭雪莉女士
(Shirley)

4A

鄧麗玲女士
(Natalie)

7B
5C

羅鳳儀老師
(Jenny)

總務

黃一樑博士
(David)

1C
5E

郭垂遠先生
(Billy)

11B
8B

李藹喬老師
(Kilby)

理事

王美甄女士
(Joey)

3C

朱念慈女士
(Sarah)

7A
3A

羅醒楷老師
(A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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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主席的話
主席的話
箴言22章6節：「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毫無疑問，引導孩童走當行的路，叫他永不偏離，是每位家長、老師的使
命和心願。
「家教會」於本年度透過多元化活動與各家長保持
緊密聯繫，凝聚各家長之力量，實現『家與校合作的精
神』，期望促進學生在學業和身心得到全面的發展。
喜見去年(1617)成立的「家愛同行」獎助計劃成效令
人鼓舞，因此現屆(1718)委員繼續探討，今年計劃除了關
注學校基建，也開始伸延至「學生福利」項目事宜。
一直以來家教會得以暢順地運作，實有賴學校、歷
屆委員、家長義工及各會員付出之努力！我謹以真誠致
意，祝願未來孩子們各有成就，讓生命綻放光芒。
李小紅
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副主席的話
今屆家長教師會在能幹的主席領導下，最開心是看到各委
員都犧牲了大家的私人時間，大家一起籌備各項活動，充份發
揮了團隊精神。
今年，「家愛同行」獎助計劃又增添了獎學金項目，希望
日後還會繼續有不同的項目，去鼓勵、幫助不同需要的學生。
在此，特別感謝學校、老師們對家長教師會的支持，
今屆委員們的熱烈參與和付出，辛苦你們了！
胡凱欣
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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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校 長 的 話
The immediate past school year was of historic importance to A-School. The graduation of the first batch of our
through-train students marked the successful conclusion of the first twelve years.
The G12 students of the 2017-18 class excelled in their academic pursuits. The DSE class hit a home run
in the 2018 HKDSE Examination. Three quarters of our students secured JUPAS entry requirements for degree
programme. The passing rate of all the academic subjects taken is almost 100%. Among the 17 subjects, 16
achieved a passing rate of 100% or higher than 90%, making the total average at 97.6%. 96% of the qualified
candidates received JUPAS offers, in which 80% offers were from top six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Among them,
4% got the offer of degree programmes in Medicine i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9% in Engineering i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stud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urriculum stream achieved flying colours in the 2018 GCEAL exams. 62%
of students obtained straight As. Of the total number of entries, the percentage of A and A* were 72% and 45%
respectively. The remarkable performance allowed the students to fulfil the requirements of conditional offers of
undergraduate programme granted by the top-ranking overseas universities early this year, including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Mathematics),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Bio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Glasgow (Veterinary Medicine),
University of Bath (Aerospa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Civil Engineering) 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Chemistry), to name a few. In addition, quite a number of students were accept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s Medicine, Law, Pharmacy and Accounting Departments. The further study rate reached 100%.
The further study path of G12 graduates was very impressive. 75% received degree offers from local and
overseas universities, while the remaining got sub-degree offers. Many of the offers are top-notched degree
programmes with very high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by subject. The percentage of offers on top 100th QS
ranking account for 75%, in which near 20% of offers rank top 20th.
The majority of graduates of the 2017-18 class were nurtured here from G1 to 12. In these twelve years, not
only were the students learning, but also we ourselves. Their results in DSE, GCEAL and further study were the
proof of our work, not only refl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but
also the support from the parents and their confidence in A-School all along.
Nurturing children needs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of parents and school. Hence, we highly appreciate homeschool co-operation. The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PTA) is a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platform between the
school and parents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and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Our PTA, possessing 630
family members as at last school year, has always been a staunch supporter of A-School. It has been playing an
active role to connect students, parents and school by organizing varied activities and providing assistance in
school events.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I, on behalf of the school, thank for the generosity of PTA, a Parent-School Garden is
built next to school canteen to offer a cozy place for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 sit back and relax.
To provide diversified opportunities for our parents, the school will launch A-Parent Education Academy in
September for them to enhance parenting techniques towards positive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ir children, so as to build up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children.
A-School is a school for all. All capable students, regardless of their family status, are welcome. We help them
unleash their potentials. Any student who is ambitious to succeed, will make things possible with the school’s full
support. They will be able to equip themselves with the qualities, confidence and knowledge, and provided with
required assistance to further pursue their dreams.
As Franklin D. Roosevelt, the 32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aid, “We cannot always build the future
for our youth, but we can build our youth for the future.” We will continue
to explore our every possible way to provide
the best method to support our students. In a
collaborative effort of the school and parents,
A-School students will definitely shine in their
own colours and build a better future for us.
Wishing you and your child a fruitful 201819 school year!
Dr. Benjamin Chan
Chief 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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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心 聲
能成為家長教師會的成員真是十
分開心。在這幾年，有不同的機會和家
長合作，真是十分難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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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來年同樣與家教會委員們一同令
我們家校合作繼續發展﹗

It
has
been
almost two years
since I joined the
Parent - Teacher
Association. Being a
PTA exco - member, I
can know more about
the heavy duties of
daily affairs from planning to implementing. It is
definitely a joyful experience to promote homeschool activities with all committee members
who are full of enthusiasm. Wishing PTA to bring
more meaningful and unforgettable events for
everyone in the future.

成德裕老師
A l bert

M r Ak a i La w

參與家教會工作數年，明白這是一項
「潤物細無聲」的長遠使命，慶幸A-SCHOOL
一路走來都有不少積極正面的家長在背後默默支
持，得來不易。

It is the second year of being a member
of PTA. It is my pleasure to witness the
growth of PTA and get connect with parents to
work with the benefits of school and students.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chance to show my
heartfelt thanks to PTA for arranging so many
activities to students, giving appreciation to
teachers by sending little gifts and kind words,
supporting A-School in all ways throughout the
year.

家教會除了為學生家長們籌辦多元化的親子
活動外，更擔當著家長們與學校中的橋樑。眼見
委員們認真地進行午飯檢測、商討校服、校車等
事宜，一點都不馬虎；每一個委員做好其擔當的
角色，還主動地作校內各樣資訊的流通管子，便
會產生一份莫名的動力，體會到「攜手同行」的
美善！真希望正在看會訊的您在不久的將來也加
入這個大家庭！

M s Cla udia Li u

陳 佩 柔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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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
家教會舉辦了
不同的工作坊、
講座及其他活
動，很感謝各界
的支持，令所有
活動都進行得非
常順利。我深信
透過大家這年的
積極參與，加強
了老師與家長的溝通，更促進了與學生的關係，
為我們的學生創造了更和諧美好的校園！

作家龍應
台說︰「愛，不
等於喜歡，愛不
等於認識。愛，
其實是很多不喜
歡、不認識、不
溝通的藉口。因
為有愛，所以正
常的溝通彷彿可
以不必了」，我
不願掉進這樣的
陷阱中。加入家教會讓我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
家長，我們為了消除家長、子女與學校的沉默而
努力。過程雖苦，但當辛勞化成家校溝通的甜美
果子，卻又讓我抖擻精神，勇往直前。

這一年我體會到家教會雖然只是一個小規模
的架構，但是職任能力完整，一直以來秉承良好
的家校合作精神，家長義工及老師百忙中熱心參
與，使到家長，老師與學生互得益處。正如聖經
上所說：「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
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馬書8章28
節》深信在教育孩子的過程中，有著這種緊密合
作的伙伴是最可貴的。

羅鳳儀老師

Eli Yeung
I am very grateful to join the PTA. By joining the PTA, I can attend a
lot of activities outside school. I can talk to parents and students outside
the classroom and understand their needs. We are like the bridge between
the parents and the school, enhancing the communication through formal
meetings and informal whole-school events and make A-School a better
place. Thank you PTA!

M s Li O i K iu

PTA exco-members are invaluable bridges between school and parents. They
facilitate effective 2-way communication reflecting the thoughts of both sides as all work
towards the common goal of placing the highest priority on students needs and welfare. In
addition, they are great event planners, their many
wonderful activities organised for parents, students
and teachers serving to “glue” all parties closer
together in a fun and enjoyable way.
The devotion, passion and contributions of
PTA exco-members to the A-School community are
profoundly admirable and enormously appreciated.
Thank you!

M s Ja ck ie Cho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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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飯 分享

家長教師委員會非常關心同學
的飲食，午膳關注小組經常跟藍海洋飲食管理有限
公司溝通及了解，跟進午膳安排、餐單組合及優化膳食安排。
午膳關注小組分別在2017年11月6日、2018年1月18日、2018年2月
23日及2018年5月7日到學校進行突擊試飯，在沒有事先通知飯商情況下，希望
用最客觀的方式了解學生取餐及進食午膳的過程。當中我們選擇了比較寒冷的日子，
帶備了鐳射溫度探測器，令我們可客觀測度飯餐的實際溫度。飯商員工為初小在樓層設置
餐車，並預先準備部分午餐入暖櫃保溫，經測試後，暖櫃內保持約六十多度，而飯盤到同學手
上則是四十多度。我們亦有即場試食，對試食的飯餸，無論味道、溫度、軟硬程度也感滿意。當
日的餐單有番茄汁魚柳及台式肉燥鹵蛋，時令蔬菜為津菜、粟米或紅蘿蔔等，配白飯，參照餐單，還
有糙米飯、燕麥飯、粟米薯蓉及茄汁意粉等供選擇。
小五及小六學生則到中學飯堂午膳，午膳時段比較多人排隊，但人龍消散得很快，同學亦可以選擇預
早買飯，到午膳時間立即到飯堂取飯。飯堂分三個區域，中式餸飯區、西式扒飯區及焗飯加蒸飯區，取飯
比較快捷，時間充裕，情況滿意。中學飯堂提供中式飯餐包括紅咖喱雞、西芹雲耳牛肉、紅燒野菌豆腐及香
蒜雞絲炒飯等，分別為$22-$24，還有焗飯、蒸飯及湯麵餐，如炸醬水餃麵、焗粟米雞柳扁意粉、雜菌汁豬
扒飯等，而且提供蔬菜給同學自由添加，注意均衡飲食對身體很重要。小學午膳時間過後就是中學午膳時
間開始，而中學同學除地下飯堂外，可以選擇到一樓的CEO cafe。
CEO cafe提供即製意粉、三文治沙律、pizza及各式小點，如煙三文魚凱撒沙律、焗芝士吞拿魚麵
包飯配沙律等。藍海洋今年在CEO menu當中，每天加入一項素食餐，今天為黑松露油彩椒野菌意
粉，見到CEO轉用比較大的碟子，意粉份量增多了，回應同學早前提出的要求，同學亦感滿意。
2018年1月開始，小學部每天會安排兩班到地下飯堂進行午膳，即時分飯，無論同學們
是否訂飯都會到中庭一起進食用膳，位置也寬敞，感覺到同學們都很愉快。小插曲是
同學太興奮，把自己餐具也放進回收區，請家長提醒同學，回收餐具時不要放自
己的私人餐具，否則會遺失。留意到不少同學再到餐枱要求添飯，笑容滿
面，大家都表示期待下次再到來午膳。
中學部家長委員 Ju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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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 一 屆 家 長 教 師 會 - 2 0 1 7 -2 0 1 8 工作概 述

21/10/2017

28/11/2017

23/1/2018

6/3/2018

第一次常務
委員會會議

第二次常務
委員會會議

第三次常務
委員會會議

第四次常務
委員會會議

25/11/2017
教育研討會
孕育於家庭中的
正向教育

Good Friday

19/12/2017

13/2/2018

24/3/2018

聖誕聯歡

中國文化日

家教會大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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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2

28/3/2018

家長教育
(第一

17/4/2018
第五次常務
委員會會議

為A-School應屆
考生打氣，PTA特設三
場(17/11, 15/12 and
12/1)「G12 WeCare
Day - 十二年級加油日」
在午息時送上甜甜的
點點心意⋯

2018

4/5/2018

育工作坊
一節)

家長教育工作坊
(第二節)

21/4/2018
親子原野求生
日營

10/7/2018

12/5/2018

第七次常務
委員會會議

挑戰攻防箭

7/5/2018
敬師日

3/9/2018

13/10/2018

頒發獎學金

周年大會

29/5/2018

22/8/2018

11/9/2018

第六次常務
委員會會議

第八次常務
委員會會議

第九次常務
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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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感 想

敬師日

很高興女兒今年加入了A-School 7年級這
個大家庭，在校短短數月已讓我感到這所學
校充滿愛。感受特別深就是自己以PTA身份
參與了5月份學校Thanksgiving week內的活動，見
証到學生以不同方式對老師表達謝意，有寫卡亦有
點唱，每位學生字裡都充滿了愛。而PTA則預備了
茶包送給老師，作為代表家長向老師表達的一份謝
意！物輕情意重，希望老師都喜歡我們的心意吧！
在此，再次感謝一班老師一直以來對學生們的
照顧，謝謝老師！
7B 黎洛汶家長 Mandy

十二年級加油日

真的很感謝家長教師會在每年文憑試前夕所舉
辦的十二年級加油日，您們準備的甜品不但很美
味，還能夠讓我們從甜品之中感受到您們給予我們
無限的支持與鼓勵，是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12B 學生溫蕙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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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育工作坊：
九型人格與子女成長 - 余國健先生
「九型人格」聽得多，今次終於有機會認認真真的上了一課。
兩天的課堂，時間緊湊、課堂充實、課題實用。
非常感恩，家教會經常舉辦不同的活動讓家長參與。除了孩子學
習成長，作為父母的我都一樣不斷學習成長。
現今社會，事事都講求效率，往往對自己的孩子都要求有效率，
但其實作為父母往往疏忽大家的感情關係。
每個孩子大不同，更何況我的孩子正正踏進「青春期」。很多時
候我們與子女都迎接很多的挑戰！甚至講每句說話都要有技巧的！
感恩有機會參與余國健先生的「九型人格」課堂，真的獲
益良多。
能夠大大了解每人性格外，還也對自己甚至孩子的性格加深
了解，從而學懂怎樣對不同性格的人的相處之道。
余國健先生講解生動有趣的手法，多實例，課堂時間真的非
常充實，而且學以致用。
真的再次感謝家教會及余國健先生，讓我能夠與子女同步成長！
「因材施教=認識+接納+欣賞+提升」
Helen Chan
7B 林冠廷家長

挑戰攻防箭
上年錯過了參與攻防戰的機會，今年知道絕對
不能錯過，但平日欠缺運動的我，確實害怕自己可
能應付不來而出洋相⋯⋯哈哈哈，但想到能夠與自
己小朋友一同參與，媽媽的膽子又回來了！沒想過
只是十分鐘的比賽可以令我如此疲累，又要避開敵
方的攻擊，又要在槍林彈雨中盡快取箭，又要瞄準
目標⋯⋯被箭射中了，痛了，不服氣，再來過，只
是事前練習加上兩場比賽已令我混身酸痛，但十分
「過癮」，很久沒有這種感覺！多謝家長教師會為
我們安排這麼好玩的活動，明年一定要繼續！
6E 郭忻澍、3B 郭丞川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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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獎學金
家長感謝的話
衷心感謝家長教師會「家愛同行」獎助計
劃頒發獎學金給天朗，這對天朗無疑是一極大
的鼓舞及認同。首先多謝學校在過往十二年，
為天朗提供一優質的學習環境，除了在學業
外，身心靈各方面都得到培育。多謝各位曾任
教天朗的中小學老師，特別感謝他在高中的班
主任、各科任老師及校長、副校長的支持及鼓
勵，天朗獲取的佳績，他們實功不可抹。
此外，我亦藉此表達本人對家長教師會的
欣賞--每位成員均在工餘時犧牲休息時間，同
心協力為學生提供不同類型的活動，為學生的
生活添上繽粉的色彩。謹祝學校各位師生、家
教會各成員生活愉快。

Stude nt' s Words of Th a nks

I am writing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for
your scholarship. When I learned that I was fortunate
enough to become a recipient of your scholarship, I was
very delighted and pleased. Not only is the scholarship
helping me lower my financial burden of studying at
Oxford University, but it also acts as a recognition of my
efforts, which is significant to me because it gives me
confidence that I can excel in that demanding course. I
once again thank you for your generous contribution to
my University studies.

I'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scholarship
offered by PTA. I've been in this school for 12 years since
grade 1 and I've developed a unique bond to this school.
Throughout all these years, I've witnessed the activities
PTA has organized for our fellow schoolmates and I really
appreciate their passion. With my GCE A-leveI results, I am
getting into my dream university in September. This was out
of my expectations. I'd like to thank the school for providing
resources to the GCE class and also the teachers who
have taught me not only academic knowledge but also life
lessons. I have put in a lot of hard work in my studies and
I want to thank PTA for recognising my effort. This is more
than I could ask for. This has motivated me into continuing
my endeavours in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and pursuing my
goals in the future.

Ho Tsz Chun

Ernest Yuen - G12E Graduate

天朗家長 - G12 畢業生

St u den t ' s W o r d s o f T h a n k s

親子原野求生日營

今年4月21日有幸參與PTA的120人G1-2親子原野求生日
營，讓我們能親親大自然，自行製造竹筷子，體驗野外捕魚的
樂趣。與其他同級學生家長們同心合力地用新鮮食材做出麵
包，炒菜，燒雞等美味午餐及用有限的水源來清潔所有餐具，
令大家感到環保節能的重要。最後還發揮團隊精神成功地搭建
防雨棚。在整天的活動過程中，大家能認識不同班別的家長和
學生，讓我們體會和發揮團體精神，十分難得！
多謝PTA舉辦是次活動，希望明年我們可繼續參與這別具
意義的活動。
1C (28) 黃映晴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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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育研討會
本年度由學校與家長教
師會首次合辦的家長教育研討會已於
2017年11月25日圓滿結束，是次研討會的
主題為「孕育於家庭中的正向教育」。正向
心理學著重全人發展，以發掘、培養和發揮個
人的長處和潛能為目標，推動個人發展正面的元
素，如：樂觀、愉快和互愛，以及積極面對生活中
的壓力和挑戰等。
最特別的是兩位講者KEN SIR「救出感恩下一
代」能帶出每位感恩的心及梁繼璋先生「打造風騷
快活的家庭」能使家長與女子從互動時刻；更懂得
如何了解子女的心底話。
在此衷心感謝每一位出席的家長及老師；
還有一起準備的籌委會及義工；你們每一
位的參與，不單能帶來不同的驚喜與恩
賜，而且為研討會注入更多動力，
謝謝你們！

「家長教師會家愛同行計劃 - 活力校
園跑樓梯競技大賽暨繽紛攤位嘉年
華」籌款活動已於2017年10月21
日完滿結束。是次中小學共籌到款
項接近8萬元，雖然今年籌得款項
略較去年遜色，但籌款數字仍然令
人鼓舞。所得的款項將會投放於學
校發展籌款基金及「家愛同行」獎
助計劃。在此，本會非常感謝各位
家長、學校的支持幫助與及各位學
生的積極參與，期望下一屆的「活
力校園跑樓梯競技大賽」能創造更
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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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樓梯

新 任 委 員心 聲
在家教會第一次會議中，確定了我今年的崗位是『康樂』，也接受了一項艱巨任務：家教會大旅行。
我們學校是一間「一條龍學校」，G1-G12，相差十二個年級一齊去旅行？更要踴躍參加？天方夜
譚吧。於是我著眼於怎樣串聯中小學的學生。話雖是「龍校」，但師兄師姐們帶著師弟師妹的團隊或活
動卻不多。我很希望能將這種文化在學校得以培養出來，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既然中小學都各有
『社』，那就不如由中學帶小學來過社際競技比賽形式的大旅行吧。
很感激學校的安排，我們很快便和中學的學生會及各社代表開會，這是對他們的一次很好的經驗，他
們快要進入大學，確實要多些舉辦大型活動的經驗。
2018年3月24日。
一個陽光普照熱到不得之了的日子，我們居然在戶外活動並進行BBQ，幾部旅遊巴陸續由學校抵達小
欖燒烤樂園。中學部的哥哥姐姐帶著各社的同學及家
長們進行幾項競技遊戲，穿梭樹林與沙灘之間，最
後在燒烤場旁的遊戲區分出勝負後，中午一時，大
家開始燒烤了，此火一燒便燒到晚上。
然而這團一代接一代的浸大附屬學校之火卻不
盡不滅，或許這不是一個開端，重要是要讓它更熊
更烈。希望在未來的各項活動及各校隊團隊，都
有這種不分級別年齡，互相幫助影響的精神，以
A-School為榮的士氣。
馮卓傑

就過去多年家長義工服務學校，但仍未有實質
機會參與家校事務，17-18年度有幸成為第十一屆家
教會委員，互相分工後主要負責司庫職務。各委員
除日常工作、家務也要應付頻繁會務。每次會議委
員們放棄私人時間去處理、商議、跟進各種事宜。
簡短地讓大家了解一下。
1. 聆聽當然委員（老師代表）中小學的各種各樣的
不同彙報。老師們同樣地空著肚進行會議。
2. 籌備各項活動（教育研討會、大旅行、親子活
動⋯⋯）場地勘察、交通便利、安全考慮、活
動預算⋯⋯等等。
3. 「家愛同行」獎助計劃包括家校園建設、助學金、獎學金、加油站活動。
今年相當高興國內姊妹學校（深圳市建文外國語學校）邀請A-School PTA委員參加他們的週年大會，
是次活動也跟接待學校高層會談、互相交流、了解一下國內教育跟香港的差別。的確有很多進步空間，值
得互相交流。唯一分別不大的就是大家的學校開明的透過選舉讓有熱誠、承擔的家長去參加家校事務。
請大家積極參與PTA來年的活動，希望明年有幸繼續為大家服務。
LOU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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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3E盧頌天的家長，很高興妹妹在9月份也將加入A - School這大家庭！今年是A - School家教會第
十一屆的委員會，我感到非常榮幸能參與此年的籌委及與各項委員籌辦各多樣化的活動！
香港是我們成長的地方。雖然過去十多年確實產生了不同的變化，但憑著愛，我們的社會仍努力不懈
地培育我們成為未來的領導人才，教導我們追求卓越，建立崇高的品德及奉公忘私的精神。
我們的社會過往一直包容不同的種族、文化，
是香港賴以成為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石！因此，此時
此刻此地，「閃耀齊放正能量」非常有象徵意義！
我們希望日後更多A-School的家長及同學們共同
積極參與家教會的活動，以至於校外的慈善公益事
業，幫助各界不同層面、發揮更光更多正能量，令
香港照出另一片新光彩、新景象！繼續繁榮！
我和家教會所有同工非常感激能參與此年的
籌委。期望曰後繼續積極希望盡棉力服務您們及
A-School！
PRISCILLA

我是4A李曉徽的媽媽，今年有幸成為家教會委
員。在過往的一年裡，很榮幸以家教會委員的身份
參與了很多不同的策劃及活動，如感恩節、G12加
油站、小學陸運會、突擊試飯等等的活動。在未加
入這個團隊，一直認為家教會和義工大同小異。然
而，加入委員後，了解家教會作為教師及家長們的
橋樑，需承擔建設及擴大這橋樑的工作，也需保持
中立的態度。往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家教會，讓
這個橋樑更堅固，更扎實。
SHIRLEY

大家好，我是Mandy，女兒今年剛加入A-School 7年級這個大家庭，
而我則很榮幸能成為本年度家長教師會委員並擔任秘書一職。A-School的
家長教師會有別於其它學校，因為這裡是中小學部合而為一，委員中既有
中學部老師及家長，亦有小學部老師及家長，人數有24人之多。這跟我以
往在其他中小學曾參與的家長教師會真的大大不同，這裡每次開會總是熱
熱鬧鬧，不論事情屬於小學部或是中學部，大家都主動分享意見。會議中
我們透過彼此交流，讓所有議題都得以最完美的方案去解決，這確賴一班
委員們不分上下，大家都為著A-School小朋友提供最優越學習環境而努力
的成果。
過去除了定期參與學校會議，我還參與了由家長教師會舉辦的不同活
動，如跑樓梯籌款、敬師日、文化日、野外求生營及九型人格工作坊等
等，所有活動都很精彩及多元化。期望透個更多不同活動，凝聚更多家長
走在一起，彼此分享，互相勉勵，家校合作更加發光發熱。
司徒敏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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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 家校合作一向是我校非常重視的一環，透過全面的合作及支援，發揮家校一心的
精神。回顧近年發生學生家庭突遭巨變而需要經濟支援的個案，當中家長教師會
(本會)擔當著重要角色。有見及此，本會便成立了「家愛同行」獎助計劃，以達
未雨綢繆、全面支援的目的。
2. 學校發展迅速，在學術及學生發展各範疇竭力培育學生，成績令人鼓舞，碩果累
累。本會特為表現優秀的同學設立獎學金，以茲鼓勵。
3. 「家愛同行」獎助計劃是由本會傾力協辦之「16/17度才藝晚會」作為籌募活動
的序幕。該次籌募活動所籌得款項於扣除活動所需成本開支後已全數撥入「家愛
同行 」 獎助計劃。
4. 成立日期：2017年5月
5. 設立目的：為本校學生家庭提供更全面的獎助與支援，以發揮互助互愛精神。

1718事項
1. 撥款支援有需要的家庭
2. 資助中小學部校隊「英雄會」活動
3. 頒發獎學金予DSE及GCE AL考獲卓越成績的學生

家長教育研討會2018-2019
主題：家庭關係對子女成長的影響
2018年12月8日(星期六)

家長網絡代表
好消息！好消息！為使家長能更有效率掌握PTA發放的重要資訊，由18-19年
度學年起我們將於每班增設兩位家長網絡代表。此家長網絡目的是讓家長及PTA聯
繫更緊密，及家長可更快知悉PTA重要資訊。兩位家長網絡代表均會參與由PTA建
立的Whatsapp群組，PTA會將最新資訊於群組發放，而家長亦可透過此群組反映意
見。此舉希望能加強家長與PTA溝通，及協助解答一些家長存疑的訊息。

聯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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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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教師會編緝委員會：
王美甄女士、司徒敏儀女士、李小紅女士、胡凱欣女士、崔錦慧女士

「家校同樂12載」
繽紛攤位嘉年華
雪糕 換 領 券

「家庭關係對子女成長的影響」
家長教育研討會
飲品換領券

只限13/10/2018使用，數量有限換完即止
憑券換領，副本無效

只限8/12/2018使用，數量有限換完即止
憑券換領，副本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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