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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校長、老師、家長、同學：
時光飛逝，轉眼間參加了家教會已經三年了，由最
初不知道家教會如何操作，經歷屆主席和委員的帶領
下，一步一步成為主席，深感榮幸！在這一年，遇到
的挑戰及艱難應是前所未有。記得上年九月各年級同學
還要分批回校上課，期間學校應變能力迅速，預備了充
足的防疫物資，保障復課後學生的身心健康，幫助孩子
迅速調整學習狀態，令學生能安心回校上課。直至三月中，學校正式校復課，雖然
只得半天課堂但所有學生都感到很興奮。
本屆家教會的恆常活動，如G12加油站、文化日、聖誕聯歡、復活節聯歡、敬師
日、家長工作坊及家長研討會等等，因限聚需要把活動規模縮小，但在各老師和委員
悉心安排下，最後都一一成功舉行，在此要感謝本屆各委員的付出，令本屆有很多不
可能的活動變成可能和順利舉行，你們的付出有目共睹，希望各委員能延續下去。
適逢今年學校成立15週年，家教會、學
生會及學校將會合作舉辦多項活動，如音樂馬
拉松、親子齊做運動課程及興建泳池籌款活
動......等等，希望各位家長留意及踴躍參加。
最後，歡迎各家長向我們提出寶貴的意
見，讓我們發揮家校合作精神，共助孩子快樂
成長！祝大家身心康泰，生活愉快！

香港浸會大學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黃家豪
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同學，大家好！

副主席心聲

今屆好高興有機會參與家教會常委會的工作，自從大兒子11年前就讀王錦
輝，我已經非常積極參與家長義工服務。因為我深信小朋友的成長，家長的陪伴
和支持非常重要。如果家長可以在學校都參與為一份子，與小朋友一同成長，成
果一定相得益彰，這個亦是歷屆委員積極參與家教會活動的初心。
近幾年社會及學校經歷大大小小的風波，家教會亦都迎來不同型的挑戰。
如何與時並進與同學一同成長，也是我們歷屆家教會委員的一個新的嘗試。各屆
家長委員可能來自不同背景和不同職業，但是我們都目標一致。大家在各自負責
的範疇百分之一百的付出，感恩收穫了一個又一個成功的活動，而且在委員之
間，我們亦得到一份真摯又難忘的友誼和經歷。如果小朋友每天上學以見到老師
和同學而高興，我個人就對每次開會和活動見到其他委員而興奮。這一種愉快的
經歷，你必須要踏出第一步，和我們攜手一同參與家教會委員的活動才可感受
啊！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慶幸在家教會中亦有一班熱心的老師們，在繁重的工作
之餘亦參與我們的會務。在此我表達深深的敬佩！我非常期望，在將來的日子能
夠有你和妳的參與，一起並肩，家校合作，共同建立一間溫馨滿載的 A-School。

副主席何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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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f Principal’s Message
In Adversity We Grow
This is the third extraordinary school year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in Hong Kong in
late January 2019.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all walks of life and rising of vaccination rate,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routine returns to normal gradually with the adoption of anti-epidemic
precautionary and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epidemic over the
last two school years, the school has been keeping on exploring various channels to continue
academic support and employing plentiful resources to provide and guidance to our students
whose performance in many areas have shown the whole-school endeavour paid off well.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is the achievement of the 2020-21 graduates in the public
examinations. The GCEAL class got outstanding results in the Cambridge and Edexcel AL
exams. 70% of our entries scored A or above and around 40% with A*, in comparison with 19.1%
in the UK. Almost 60% of the class got 3A or above, 35% got 2A* or above, more than a quarter
got 3A* or above, and up to one-tenth got 4A*. For the DSE class, the overall results in the DSE
exam remaine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HK averages. 65% of our DSE graduates received
JUPAS offers, among which 70% were from UGC-funded universities, while the offers from
HKU, CUHK and HKUST accounted for two-fifths. The overall further study rate of the latest
batch of graduates reaches nearly 100% and almost half of the offers are within top 100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Many of our students have been embarking on their undergraduate
study at top-notched universities including the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King’s College London,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etc. to quest for knowledge in specialized subjects such as Medicine, Law,
Global Business,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conomics and Finance, Biotechnology, Medical
Bioscienc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hysiotherapy, Psychology, Art, Languages, Education,
Design, and so forth.
Since 2018, our graduates were constantly sent to Waseda University in Japan through
Principal Nomination Scheme. The University will offer places to two eligible candidates from
this school year in recognition of the hard work of A-School students and their efforts to excel
themselves. Another piece of encouraging news was brought by a 13-year-old GCE lowerclass student for receiving an exceptional offer from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 the
Bachelor’s Degree of Engineering i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An appreciation goes to the
donors for offering sponsorships
to the graduates with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open examinations
and further studies. Their generosity
is not only a recognition of the
dedication of the students, but also a
support to the school.
A-School, from its humble student intake in its first year of operation in 2006, has since
grown in both stature and reputation. This could be reflected from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applications for admission over the years. Th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for 2021-22 admission
hit record high again. Nearly 7,000 and 1,100 applicants competed for 150 G1 and 30 G7 places
respectively.
Our commitment is “whole-person” education with a balance of academics combined with
phys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this initial standpoint, we have made great efforts
to develop and provide incredible opportunities for all students in the areas of sport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leadership and service opportunities. To help students achieve favourable
intellectual,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investment of resources in providing
the best learning facilities has never stopped. In this summer holiday, a couple of facilities
enhancement projects took place, including major repairs; renovation of Primary Division
STEAM Lab into an InnoLab which provides students with interactive, multimedia, VR, and 270
degrees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the last phase of conversion of the classrooms from middle
school to senior grade into the 21st Century Classrooms, allowing G5 to G12 students to have
lessons in an environment with flexible furniture plus high-end computing devices conducive to
active an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n addition, a face-lifting of the Primary Division Music Room
into a Music Concert Box as well as construction of a new Student Development Centre for
meeting and activities for secondary students and parents will be kicked off in this school year.
A-School is a through-train Direct Subsidy Scheme school with about 1,800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270 colleagues, as well as over 1,000 alumni. Turning to 16 years old in a few
months later, our achievements over the years are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all stakeholders.
Nurturing children needs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of parents and school. Hence, we highly
appreciate home-school co-operation. The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is a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platform between the school and parents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and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The inspirational film “From Zero to Hero” ( 媽媽的神奇小子 ), a story telling the struggles
and triumphs of So Wa Wai, the elite sprinter with disabilities who captured a total of 12 medals
at the Paralympic Games for Hong Kong between 1996 and 2012, brings out an important
message that even people who “lose on the starting line” can achieve victory as long as they
persist. In A-School, wherever our students set off, our teachers will make the best effort and
work closely with the parents to unlock the true potentials of the students to lead them to the
finishing line with confidence. Wishing your child a fruitful learning journey at A-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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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感想
「疫晴・亦情」-------在
疫情下艱難的日子，我們更能體
會父母對孩子滿滿的愛。在這個「疫」
境期間，我心滿是感恩，從家教會的大小活
動，我看見了A-School父母與孩子一路同行，
披荊斬棘地克服學習上的種種困難，穩定孩子徬徨
的心，帶領他們適應種種突如其來的轉變。從大家的
身上，我找到孩子學習的楷模。願我們的孩子能以他們
A+級的父母為榜樣，在逆境也能迎難以上，成為A+的
好孩子。

感謝家教會各委員的積極投入，安排不
同的工作坊，藉以增進親子關係，更能促進家校
溝通。過去一年，家長積極參與不同的教育講座和祈
禱會，實在令人欣慰。祈盼我們的下一代，在家校合
作下，身心靈都有健的發展和成長，成為一個逆境
自強、勇於承擔的菁英。

曾子君老師

李殷殷老師

小學部副校長（學生發展）
戴詠賢博士

今年是我第一年加入A-School家長教師會委員的大家庭，很感恩和興
奮能夠與各教師和家長委員緊密合作，為推動家校協作和培育學生發展盡
一分力。家長們對教育的抱負和培育子女的熱誠態度深深激勵著我。期
待未來一年，繼續與各位家長教師會委員並肩努力，攜手為A-School
開創更豐盛的未來。謹祝各位身體安康、生活愉快和家庭和睦！

中學部副校長（學生發展）兼球交流主管
張瑞霞博士

今年有幸加入家長教
師委員會，從會議中感受到
家長們對學生的關愛，對學校的
發展給予很多意見和支持。期望家
長和老師們來年繼續緊密合作，創
造更好的學習環境讓學生愉快地成
長。

在A-School工作十多年，當中不乏與
不同家長接觸及合作的機會。但這還是我第一次
以家教會老師委員的身份與各位家長委員有更密切的
合作，更深入了解家教會的工作。每次開會都能深刻感受
到每位家長委員對學校事務的投入與熱心，實在佩服!同時
更感恩有一群如此積極熱心的家長，為學生的學習及學
校的發展一直默默地付出。

與家教會攜手合作
已經踏入第九個年頭，宛
如一個小家庭的家教會不單籌
辦親子活動，力推動家校合作，
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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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困難當中
穩步發展，感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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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見家長們
投入參與活動、在家長教育課程中積極發問，
最後滿足地離開，都令一眾籌委們欣慰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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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能成為家長教師會的
老師委員，每次都被家長們的熱情
及用心默默感動，充分體驗了「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的可貴，為了A-School的大家
庭努力。
在此祝福大家都平安喜樂，一起邁步做一個
A-Parent！

小學部學生發展首席主任
曹小怡老師

陳佩柔老師

李文傑老師

吳梓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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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第一年成為家
長教師會的委員，十分欣賞家
長們的積極主動及細心安排。特別
深刻今年各家長委員在疫情的限制下，
仍能積極安排不同的親子工作坊和教育講
座。此外，新年和復活節的校園佈置，家長
義工們的付出更加令我深深感受到家長們對
學校的熱愛。期望未來一年，家長教師會
能繼續發揮積極的角色，為學生帶來更
多精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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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周 年 校 慶 活 動
Music Marathon@HKBUAS
啟動禮

自2006年創校，不經不覺A-School至今已踏入
第十五個年頭。多年來我校發展蓬勃，在不同領域
下了許多里程碑。作為學校與家長之間溝通橋樑的
家教會，多年來更見證了學校的努力及成就。時至今
天，A-School已成為香港其中一所知名學校。

香港浸會大學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家長教師會

第十四屆（2020-2021）常務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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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家豪先 (Karl)

3D

---

---

---

副主席

---

---

何家亮先生 (Joe)

3C/6E/10B

戴詠賢副校長 (Ruby)

秘書

周家柱先生 (Joe)

3E

司徒敏儀女士 (Mandy)

10D

曾子君老師 (Catherine)

司庫

黃欣欣女士 (Jannie)

2B

張靄欣女士 (CoCo)

8D

曹小怡老師 (Siu Yee)

教育

杜文鳳女士 (Faye)

4D

吳嘉琪女士 (Joyce)

9C

陳佩柔老師 (Ivy)

康樂及福利

龐茵月女士 (Zilvia)

2A

崔錦慧女士 (Julia)

12E

李文傑老師 (Kidd)

聯絡

于瀾女士 (Selina)

1D

黃一樑博士 (David)

2A/4E/8C

李殷殷老師 (Yanme)

總務

黃錦發先生 (Tony)

3B

李國輝先生 (Ray)

8D

吳梓浩老師 (Michael)

理事

王美甄女士 (Joey)

3D/6C

張兆敏女士 (Samrina)

5C/7E

張瑞霞副校長 (Ruby)

“Music Marathon@HKBUAS”正
式於2021年9月29日於學校禮堂舉行啟
動禮。

家長教師會本著家校合一精神，深感榮幸能為
A-School的發展出一分力。為慶賀A-School創校十五
周年及為家校建設籌務經費，家長教師會將舉辦一系
列活動，如音樂馬拉松、便服日、電影音樂劇欣賞、
親子運動課堂⋯⋯等等。此外，家長教師會更特別訂
製了一系列富有紀念性的禮物包供家長選購，訂購詳
情，請留意稍後通告。期望各位家長多多支持參與及
選購。

“Music Marathon@HKBUAS”將
會讓學生跟老師們於舞台上彼此建立大
家對音樂的熱誠，享受音樂製作過程，
也是我們為學校籌款活動的重點項目之
一。今次我們很榮幸邀請香港著名音樂
製作人王雙駿Carl叔叔成為我們今次活
動的音樂顧問。相信透過他專業的指導
及寶貴意見，定會令音樂更精彩。

15周年紀念品

在當天的啟動禮中，Carl叔叔更跟
仔仔Coen為我們表演了一首可愛的歌
曲“Take me out to the ball game”。
隨後小學部總監莊曉莉高級副校長及老
師們亦一同上台，唱出三首有意義的歌
曲，包括「生命有價」，“Christmas is
a time to Love”及「滿有能力」，令
場氣氛都在樂聲中載滿著正能量。
感謝當天參與啟動禮的同學及家
長，這將是我們音樂會啟動的開始，期
待12月18日的音樂會，讓音樂令大家聚
首一堂，欣賞老師學生的成果。

15周年校慶活動預告
11月 2021 Musical Cinema
12月2021 Winter Concert
12月2021 Music Marathon
1月 2022 電影欣賞 <一路瞳行>
3月 2022 A-School 便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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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 四 屆 家 長 教 師 會 - 2 0 2 0 -2 0 2 1 工作概 述

31/10/2020

06/11/2020

周年大會及
第一次常務
會議

“祝福”
聖誕卡籌款

05/11/2020
監察小學部
疫苗注射

28/11/2020

08/12/2020

15/01/2021

08/02/2021

02/03/2021

特別會議

家長校董選舉

家長工作坊I

第四次常務會議

家長教育研討會逆風而上，愛
裡更新

20/11/2020

01/12/2020

12/01/2021

22/01/2021

G12 加油站
(第一站)

第二次常務會議
(Zoom)

第三次常務會議
(Zoom)

G12 加油站
(第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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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3/2021
復活節+小學部
敬師日

09/02/2021

06/03/2021

文化日
(PS & SS)

Career Expo
(SS) Zoom

13/05/2021

22/06/2021

16/07/2021

18/10/2021

敬師日 (中學部)

第六次常務會議

家長教育講座

第八次常務會議

20/04/2021

21/06/2021

第五次常務會議

家長工作坊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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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7/2021
家長義工頒獎
典禮

24/08/2021
第七次常務會議

祝福 聖誕咭籌款活動

家愛同行屬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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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去年成立了“家愛同行屬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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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 家愛同行屬委員會名單
職位
本年度我校老師和初小學生共同
創作，齊心協力地出版了第一本聖誕
頌歌《祝福》。我們把這些充滿創意的詩歌集，製作
成一張張滿載節日祝福的聖誕卡並於去年售賣，是
次義賣籌款扣除支出，共籌得$65,800.98，已平分存
入家長教師會之「家愛同行基金」及「家校建設」的
戶口內。在此謹向各位已購買之家長說聲“謝謝”。

家長/老師委員名稱

代表

家愛同行
屬委員會主席

周家柱先生 (Joe Chow)

小學部家長

當然委員

司徒敏儀女士 (Mandy)

中學部家長

當然委員

崔錦慧女士 (Julia)

中學部家長

當然委員

李國輝先生 (Ray)

中學部家長

當然委員

張兆敏女士 (Samrina)

中學部家長

當然委員
(常務委員會主席)

黃家豪先生 (Karl)

小學部家長

當然委員

黃欣欣女士 (Jannie)

小學部家長

當然委員

杜文鳳女士 (Faye)

小學部家長

當然委員

于瀾女士 (Selina)

小學部家長

當然委員

第十四屆委員會名單

中學部老師

當然委員

第十四屆委員會名單

中學部老師

當然委員

第十四屆委員會名單

小學部老師

當然委員

第十四屆委員會名單

小學部老師

四大供應商
家教會其中一個鮮為人知的
小組：四大供應商小組，顧名思義是一個
聚焦學校服務供應商的小組，當中包括：校巴
商、校服商、飯商和書商。
我校中小學1800名同學，相信在校園生活中一定
有各式各樣的需要，如何提供最適切和最貼心的服務一
直是校方和家長最關心的題目。作為家教會委員有幸參
與其中的籌備工作，不得不感謝學校在過程中不斷在各
供應商之間周旋協調，每一位家長的需要，每一個細節
都盡力把關。
最記得去年更換校服商一事，由於新校服商建議更
換使用多年的布料，我們找來了不同年級的家長和老師
檢視新布料和剪裁，務求盡善盡美，最難得新校服商從
善如流，終於選定了新款式，過程中盡顯各方面的心
思和用心。希望大家在使用各項服務時，感恩曾經
有一班義工家長委員為我們子女默默的付出。

副主席 何家亮
與校車公司會議

頒發獎學金
家愛同行獎學金計劃每年均為應屆參與公開考試如DSE
或GCEAL中成績卓越的學生設獎學金，今年一共有6位同學
於DSE考獲6科最高分數及3位於GCEAL考獲3科最高分數的
同學獲得。恭喜以下各得獎者，
DSE
Chan Sum Nga Summer

Man Hoi Nam

Ng Si Hang Sean

Hong Ching

Chan Cheuk Wang

Yau Cheuk Nam

Huang Andrea On Ying
So Tsz Chung
Chow On Yin

由於疫情關係，這學年期
間，在面恢復面授課堂的日子中，
上課時間以半天為限，避免學生出外用
膳。現時中學部餐廳的營業時間為星期一至
五7:30am至11:30am，提供早餐及小食給中
學同學，而小學部則提供自動小食/飲品售賣
機給同學使用。飯商負責人表示生意不景氣，
希望疫情快快過去，同學們可以回復往日在愉快的環境下，跟同學
一起享受午餐的時光。

As a recipient of the PTA WeCare Fund scholarship,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for the PTA’s generous
financial support towards my higher education.
Studying i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as been
a joy and privilege. Thanks to the PTA’s contribution,
I am able to focus on my learning in the Bachelor of
Laws programme. They have made it possible for me to
receive an outstanding education and rewarding university
experience. I promise to make the best out of this
opportunity and make every effort to help other students
in my own way.

GCEAL

HUANG Andra On Ying

學習是過程；知識只是結果，而人需要不斷學
習，才可以造成更佳成品。

校服會議

試 飯 分享

很榮幸成為家教會委員多年，主要負責午膳關注組、安排家長
講座及親子活動等。回想以往，最開心是見到同學輕鬆地和朋友一
起進食午餐，當中我會爭取機會跟同學們了解他們最喜愛餐點，最
怕的菜式或希望加入的食品。而安排家長講座亦是難忘經驗，家長
都可以在不同演講嘉賓的分享當中有所得著，尤其在這個科技先進
的年代，我們也要和子女一起進步，學懂怎樣與子女協定電子用品
使用時間，家庭關係和諧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家教會舉
辦各項活動，一起珍惜
及享受每一天。

中學部委員
崔錦慧

我衷心感謝PTA獎學金，支持學習的過程，令我
可以到更深範疇進一步探索，追求更多知識。希望各
位學弟學妹可以在過程中堅持到底，最終能開花結
果。
蘇紫仲 1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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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感想

中國文化日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今年是我第二年在家教會以委
員身份參加學校「文化日」，由於疫情關係，同學們只可
從“Zoom”感受「文化日」的熱鬧氣氛。

家長講座

為配合學生不同成長階段的發展需要，家長
學堂與家長教師會於2021年7月16日合辦家長教育
專題講座，分別為：

「文化日」首個活動就是總校長和老師向同學們祝賀
新春，然後就是最震撼的醒獅表演，醒獅一出，我相信
在“Zoom”看到的同學們和家長們都一定「醒神」不少，雖
然今年疫情關係，我們不能走在一起慶祝，但我深信「明天會
更好」希望大家保持最佳狀態迎接未來。最後，我希望在未來
日子可以繼續參加家教會大小工作和各義
工活動，為大家繼續服務，亦希望大家
多多支持和參與家教會的大小活動。

小學部委員 杜文鳳

敬師日

20-21是一個疫情學
年，不論對學生，老師，
學校都是很大的挑戰。整
個學年大部份時間均是參
與網上授課，學生跟老師的接觸就是課堂上的短短時間，沒有早上見到的
問好，沒有小息時碰面的打招呼，更加沒有機會一起午膳。雖然如此，老
師卻沒有因為網課而減少工作量，反之準備功夫更多，很多以往編制好的
教材要重新準備，亦要考慮怎樣才可以提高學生於網上學習的互動性，這
真的不是易事。
為著感謝一班勞苦功高的老師，家教會藉著
敬師日，於5月18日及7月7日送上保溫水壺給
校中小學老師，作為對他們的謝意。希望老師們
收到不是一份禮物，而是一份心意，代表著學生
及家長對師長們的的謝意！
不經不覺，今年已是第4年以家教會身份參與敬師日
的活動。每年我也會爭取親身參與活動，目的很想藉著活動
面對面向老師親口說聲「感謝」。事實上，除了敬師日我也很享
受以往曾參與的每個活動，因為每個活動也是由不同委員用心地籌備，每
個活動都見到我們絞盡腦汁的安排。感謝老師之餘我也很想跟一直以來曾
經合作的委員說聲「感謝」。未來雖未能再以家教會委員身份參與其中，
「感謝」這句說話仍會長留心中，待來屆的家教會委員繼續延伸下去。

(1)

「攜手培養子女守法精神及公民意識」
主講：黃繼兒大律師

(2)

善用暑假，「機」可離手
主講：復和綜合服務中心社工

當日家長均表示講座內容豐富，對公民意識
及如何跟子女協商使用手機均增進了不少認識。

復活節聯歡
家長義工嘉許禮

去年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學年，經歷了停
課再慢慢復課，對各單位都有影響。家教會在
這個艱難時期繼續謹守崗位，在有限的環境下
傾力籌辦不同活動，以支持學生為本。本人有
幸在這個學年以委員身份服務大家，亦在家長
義工嘉許禮上見証為學校服務的一班熱心家
長，感到份外開心及難忘。我會在來年繼續支
持家教會，努力加強協助家長與學校溝通及聯
繫，為學生提供更多活動。

小學部委員 黃欣欣

中學部委員 司徒敏儀

家長教育
研討會

很感恩過去一年能夠參與家長
教師會的崗位，在擔任家長教師會
委員期間十分欣賞家長們的積極主
動及細心安排。
本人十分榮幸在主席及各委員帶領之下參加了今年復活節的活動，今次
這個活動令本人印象深刻，因疫情關係許多安排被迫取消，幸好有主席及各
委員的精心安排，改為送禮物給學生們，而且在選購禮物時都精挑細選，令
到學生們都非常開心地收到一份復活節禮物，令到這個復活節增添了不少儀
式感。
記得當初我決定加入家教會這個大家庭，目的是希望能夠為孩子樹立一個榜
樣，我認為「身教」重於「言教」，令孩子學習待人以禮及服務人群的最好
方法，莫過於以身作則地去幫助別人，若孩子能夠在服務過程中明白待人處
世的態度，不斤斤計較眼前的利益得失，以及了解“施比受更有福”的道
理，這便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我深信助人的能力是與生俱來的，只要大家能夠發揮互助的精神，人與人之
間的相處便會更坦率真誠，校園也變得更融洽和諧了。
我堅信大家的熱誠和努力一定可以感動到我們的
下一代，並且成為孩子的
楷模，為仔女們建設一個
更良好的學習環境，讓他
們健康快樂地成長。

小學部委員 黃錦發

親子工作坊 I/II

聖誕聯歡
作為兩屆的家長會司庫，看到最大分別就是我們的活動真
的少了，記得兩年前首次擔任家長會的一份子，舉辦的活動量
十分驚人，驚訝的表情流於面上！

雖然疫情持續，但無阻家教會為家長籌備活動。21/6下
午，我們分別舉行了親子繪畫及講座、製作杯墊及月球燈保
濕器、大笑瑜珈工作坊。當天參與活動的家長及學生超過百
人，令大家在漫長的「口罩生活」中增加一點歡樂，尤其是
大笑瑜珈，又名愛笑運動，不需要任何笑話就可令大家開懷
大笑，實在是一場放鬆身心的好活動。而小朋友又可發揮創
意，為杯墊及月球燈保濕器添上色彩，也同時為他們的臉上
添上笑意。

2021年，香港仍然受到新冠肺炎
影響，學校停課，社交距離受限制。
在這環境下，學校和家教會亦盡量安
排一些活動，希望小朋友和家長可以
在疫情下輕鬆一下，減低壓力。當中
包括透過視像舉行的香薰按摩班和烹
飪班，見到同學和家長踴躍參加，對
家教會實在是很大的鼓勵。

小學部委員 王美甄

中學部委員 吳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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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疫情關係，我們所舉辦的活動只能夠在大氣電波上向各位發放。
其中一次就是在2020年聖誕節，各位熱心的委員相約一起拍攝一輯簡單而特
別的小片段，扮聖誕老人，精靈，雪人，聖誕姐姐宣揚聖誕節活動。這都屬
於這個學年最有印象的一次活動。
希望新學年可以再一次在學校實體舉辦聖誕聯歡會，給各位同學派禮
物。再一次多謝所有家教會會員互相支持及配合，期待下一年開學後順利舉
辦多些實體活動，例如跑樓梯籌款活動和陸運會。

中學部委員 張靄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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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家長教師會」及「家長學堂」
合辦的家長教育研討會於2020年11月
28日舉行，主題是「逆風而上，愛裡更
新」，探究家長如何有效與子女溝通，
主講嘉賓分別是曾主持《星空奇遇鐵達
尼》達13年的麥潤壽先生及資深執業
家庭治療師屈偉豪博士。當天令我最深
印象是麥sir提出的一大宗旨、兩大堅
持及三大守則。最重要的宗旨當然是保
持良好關係，發生任何事都可以有商有
量，同心協力解決困難。另外，兩大堅
持就是讓孩子開開心心上學去及讓孩子
開開心心上床去，一日開始，早上家庭
氣氛和諧，孩子可以開心地回校學習，
晚上亦不要帶負面情緒入睡。最後的三
大守則分別是（一）忍得－沉住氣，先
可以聆聽孩子心聲，（二）放得－放手
放心，這樣孩子先可以學習及成長，
（三）Never Give Up－當然每一位家
長都不會放棄。雖然講座在疫情下只可
以通過視像與家長分享，但兩位嘉賓在
禮堂演講後都有騰出時間解答家長於
Zoom平台提出的問題，多謝學校、老
師及各委員安排，是次研討會有超過
300家長參加，大家獲益良多。

中學部委員 崔錦慧

Career Expo

監察小學部打針

家長校董感想
親愛的校長、老師、家長：
在過去三年間曾出任家教會司庫、副主席和主席，今年以家長校董(中學部)身
份繼續為學生、家長服務。正式就任前再次完成家長校董課程共十五小時，又再溫
故知新。本人定必積極參與為目標，共建更開明的管理、策劃和評估的制度。結合
學生需要與學校本身特色提升學與教效能。

又到一年一度中學部的Career Expo舉行時間，疫情
還在，我們要學習與它共處，活動還是要繼續。A-School
同學仔是幸福的一群，學校照顧無微不至，自己親身體
會，無論周遭環境有多差，學校同老師都希望盡量減少對
同學影響，學生活動可以舉行，便盡量舉行。
今次Career Expo仍然是網上Zoom舉行，經過這年多
訓練，大家對Zoom上課已經駕輕就熟，特別是A-School
同學，相信資訊科技能力在香港學生中應該數一數二。

大家好！2020-2021年是一個既難忘又充滿挑戰的
學年，大家努力適應新的學習模式同時努力預防流感和
COVID-19，現在成效顯著，有賴大家加強衛生、提高防
疫意識和接種疫苗。

要多謝一班專業又熱心家長，每年都預留寶貴周末來
和九至十一年級同學分享工作性質，工作上的喜與樂，工
作的要求⋯⋯令同學們早點認識，早
點做準備。再一次多謝參與活動的講
者，希望下年再分享，大家已不用帶
口罩，可以面對面的暢所欲言了。

今年有幸再被邀請為中學部一年一度的職業博覽講
者，在疫情下只能透過網上和大家分享。學校對同學們的
照顧真是很面，有機會先在校園裡了解不同的職業，可
以為自己的前途提早一點準備。現在的學生可以在互聯網
上已經可以了解每一個行業的前途或入職要求，但當中的
「職場技巧」都是以面授方式講解會好一點。學校特別在
藏龍臥虎的家長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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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各業，而我主講是
財務策劃及風險管理。

還記得在2020年大家都非常關注流感疫苗的安問題
嗎？在學校安排接種流感疫苗活動的前幾天，發生了幼稚
園打錯流感疫苗事件，身為家長的我們非常擔心，學校和
家教會也高度關注事件，為了預防事件重蹈覆轍和希望釋
除家長的疑慮，我們啟動了危機應變小組，安排老師和家
教會委員在接種疫苗當天嚴謹地檢查每一支疫苗的品牌、
來源地和批次等，力監察注射疫苗的流程，以確保學
生們順利地注射指定流感疫苗。當天我們早上八時左右開
始努力地檢查疫苗包裝和監察個流程，「快活不知時日
過」，在學生放學前終於完成這重要的任務，在整個過程
中我們家教會發揮團隊精神，分工合作，審慎監整天注
射過程，達到零出錯的效果，在這衷心感謝當天協助該
活動的老師、家教會委員、家長義工、簡姑娘和所有工作
人員，感謝家長們的信任和學生們的配合，讓注射流感疫
苗活動得以順利地進行。

今年我的準備也比往年多，
因為都要與時並進，希望可以幫
助同學們深入了解。

現在香港的疫情情況漸趨穩定，希望大家繼續努力保
持衛生，時刻警覺提高防疫意識和踴躍接種疫苗。風雨過
後的晴天即將來臨，我們一起努力、一起加油吧！

小學部委員 周家柱

中學部委員 黃一樑博士

中學部委員 李國輝

G12 加油站

我們學生能夠享受更優質的教育，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果。近年學生在公開考試
屢創佳績，各家長有目共睹。一切功勞來自中小學各校長、老師和教職員團隊合作
和努力下的成果。與此同時學校無間斷地優化各式各樣校內設施，如近年推行的
middle school (G5-8)，改建課室設備為著給予學生更有趣味性的廿一世紀課室。提
高他們學習興趣。今年是我校15周年校慶，感恩能夠以家長校董身份繼續與家教會
主席和部份委員一同策劃各型的校慶慶祝活動。
校方希望能夠替學生們創建更完整的活動設施，同學們終於可以在自己校舍上
游泳課堂，此乃同學們之福。本人在此呼籲各家長們鼎力支持學校新建游泳設施。
共襄善舉，積少成多，多謝大家。

香港浸會大學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家長校董(中學部)
蘇銘洋

新委員感想
很開心有機會成為家長教師會委
員，雖然疫情下很多活動也不能如常
進行，但家教會各委員和教師代表仍
然十分積極又顧及安地安排多個關
愛師生的活動，如家長教育研討會及
親子工作坊等⋯⋯
通過家長教師會的培訓課程和每月會議，我學習到很多，雖然
每次會議也在晚上進行，大家亦忙碌了一整天，但仍感到每位委員
和老師們帶著對學生的關愛到來，認真地去處理所有學校事情，而
家教會委員們也不忘輕鬆鬼馬，所以每一次活動或會議我也會感到
很輕鬆快樂地進行。
令我驚喜的還可和總校長陳博士一起進行會議，藉此了解到學
校未來的動向，更能夠聆聽到陳校長如何安排學校發展的細節，不
僅需要管理學校的工作，還要與時並進為A-School的孩子們打造一
個優質、多元化教育的校園，作為家長很感恩兒子可以在這所處處
以學生利益為先又充滿愛的學校學習和成長。

家教會在這學年為G12同學們分別在11月及1月舉行
了兩場加油站，為努力準備公開考試的同學們打打氣！
知道同學們一直喜歡
家教會為大家安排的打氣
食品，考慮到防疫關係，
我們亦作出特別安排，為
G12加油站準備了獨立包
裝的食品如：大福鬆餅及
罐裝粟米湯。

藉此感謝校長在充滿挑戰疫情下，帶領不辭辛勞的教職員們，
令學校不斷進步及提升，還有各盡心盡力的老師為學生教學付出的
愛和汗水。
最後好多謝家教會主席Karl Wong及各位委員的無私奉獻，希
望來年仍然可以為A-School這個大家庭服務，為學生家長籌備更多
有意義又有愛的活動。

感謝老師及同學們的參與，我們很高興可以親手為
同學們送上心意，為他們鼓勵打氣！

小學部委員 龐茵月

中學部委員 張兆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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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一年，有幸成為A-School的一份子，
並加入家教會，希望可以為這個群體的共同學習
和體驗儘綿薄之力。雖然因為疫情，有很多的很
有趣的活動都無法舉行，但每逢月會，老師與家
長依然充滿熱情地腦力激盪，但求為家長和同學
提供更多選擇，大笑瑜伽工作坊就是其中一個由
我負責聯絡的活動。在這個團體中，我充分體驗
到孩子能在這樣一間學校成長是多麼幸運，希望
未來仍有機會在家教會中服務。

小學部委員 于瀾

2021-2022
家長教育研討會

最 新 活 動
日期：2021年12月11日
時間：11:45-13:15 主題講座 (2)
講題：仔女係Mirror、我有無Error
講者：楊英偉先生

21世紀爸媽之潮流特務
日期：2021年12月11日
時間：10:00-11:30 主題講座 (1)
講題：我要做「潮爸潮媽」
講者：趙麗如女士

·· 香港浸會大學文學士
·· 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第一屆
畢業生

··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專業應用副
教授

·· 前香港話劇團演員

·· 趙女士在廣播新聞經驗豐富，包括採訪及新聞報
導。趙女士曾在香港電台、亞洲電視、有線電視及
無線電視任職。

·· 前無線電視藝員

·· 前聖羅撒女子學校教師

·· 現為咪劇團主席，主力發展正向家長親子音樂劇

·· 此外，她曾在紐約的聯合國總部的聯合國電台當
實習生，以及在香港其中一間頂尖律師行任見習
律師。趙女士是獲香港高等法院認可的事務律師。

·· 作品有：怪獸國王灰姑娘
人人都係小飛俠
點解公主係公主

齊心抗疫
愛 口罩大放送

繳費靈服務
相信不少家長已曾使用繳費靈服務繳交PTA費用，在這裡
要提提大家PTA的繳費靈帳戶號碼是有別於學校的號碼，各位
以後要記得繳交PTA費用要選6629！

6629

6629

6629

無錯重要的事情要講3次，大家以後謹記PTA的繳費戶口
號碼是6629啊！
球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人人都在短時間內改變
了生活習慣。回想起2020年初，大家為著購買到一個可保
護家人的口罩，四周搜羅，排隊搶購的情況在任何角落都
可見到。慶幸現在口罩的供應量已慢慢回復正常，大家現
時都不用人心惶惶。雖然供應充足，但口罩的質量卻大有
不同，大家對此仍會很關注。家教會有見及此特與本地一
所有認証的口罩供應商，訂製了一批A-School專用的口罩
供同學使用，首批貨品將於12月送抵，屆時每位學生都會
擁有一套共六個的A-School獨有口罩，希望收到口罩的你
會喜歡家教會為大家設計的獨一無二的A-School口罩。

聯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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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家豪先生
杜文鳳女士

司徒敏儀女士
龐茵月女士

崔錦慧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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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