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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all,
Thank you for a wonderful year. It is my honor to be the 2018-2019 PTA
Chairman. The journey with PTA has been amazing, and I especially
appreciate all dedication and achievement from A-School Teachers, PTA
Committees, PTA Members and A-School Students.
PTA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NA of A-School. With full support from
our School Principal Dr. Chan and the School management team, we continue
to excel in our events to create value with all participants sharing happiness
together. PTA fully supports the School Motto:

Passionate to Learn, with Confidence
Determined to Succeed, with Vision.
I would like to call out to our talented PTA committees. They are 8 teachers from A-School, 8
parents from Secondary School and 8 parents from Primary School. We meet 7-9:30 p.m. on
many Tuesdays, as well as for many extra hours conducting meetings to coordinate many
meaningful events, seminars and support for school fund raising activities (i.e.: Sponsorship
for library books, WeCare funds etc..).
In additional to PTA committees, I would like to thank up to hundreds of G1-G12 parents’
volunteers who help to support A-School in different events. Your ideas and precious
time was well spent to give our students a better environment and WOW surprises.
My journey with PTA in the last 3 years has been superb and rewarding. I feel
the energy from the school team to strive for excellence and now A-School
is one of the top outstanding schools in Hong Kong and in the world.
Every year we developed many students as future talents. Keep up
the great work!
Best Regards,
Dr. David Wong
2018-2019 PTA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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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校長的話
Brave the challenges together with calm and confidence
Hong Kong had a tough and unforgettable summer this year. The divergence of the society in the past
three months have yet to be solved. Being one of the stakeholders, the school and all our teachers
are making painstaking efforts to address the current challenging social situations. In any event, all our
teachers will maintain professionalism to provide an ideal learning environment to all our students.
And whole school will work with one heart to take care of emotions and well-being of each member.
With the great support of caring and dedicated parents, the school strives to create a loving environment
of mutual respect, where each student is cherished and nurtured to a personal, intellectual and moral
maturity. We hope Hong Kong would sail through the crisis so that a peaceful school environment
will be restored with normal school operation and that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learn in a safe and
professional teaching environment which is free from interference.
Moving steadily forward
In reviewing the past year, we were blessed with another academic breakthrough in both the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DSE) and th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GCE) A-Level
examinations. In the DSE stream, 73% of our students reached the general entry requirement for
local undergraduate degree programmes. Among the qualified candidates, 82% received JUPAS offers,
with around half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fers from overseas universities were also received,
including University of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and so on.
Meanwhile, the second batch of GCE Upper Class continued to grow strong, with 66% scored A or
A* in subjects taken. The remarkable performance allowed the students to fulfil the requirements of
offers granted by local and overseas universities with their GCE AS-Level examination results in early
January, including University of Oxford,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SCAD,
to name but a few.
All in all, 100% of the 2018-19 Grade 12 students received offers from local and overseas universities,
in which degree and sub-degree offers accounted for 81% and 19% respectively. Among the offers,
about 60% are from universities which are placed within top 100 on the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Furthermore, the diversity of programmes admitted to has covered a wide range of interest of our
students, including medicine and surgery, law, accounting,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sychology, economics
and finance, languages, engineering, aviation, IT, design, cultural heritage, as well as some double degree
programmes, etc.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wo students were directly admitted to Peking University
and Japan’s Waseda University through principal’s nomination.
The picture of the further study path
proved the success of our through-train
education in providing quality education
and strong academic support to motivate
students’ learning in all aspects and at all
levels.
Continuous improvement
The school campus has been functioned
more than 12 years, a young age for an
aspiring teenager, but a time for a school to
refine and polish its hardware in order to
provide an up-to-date learn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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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our students in the ever-changing society. In addition to the conversion of Grade 7 classrooms into
the 21st Century Learning Classrooms, two large-scale enhancement projects were carried out in
the Lecture Theatre and Library in this summer holiday. For the former, installation of an LED display
system and replacement of the worn-out lecture chairs were taken place. For the latter, renovation
was done to make the environment spacious and user-friendly with application of more IT devices
to facilitate students’ reading, self-directed learning and group discussion. In this school year, a multipurpose Student Activity Centre for holding various kinds of activities and team trainings is going to be
constructed. It is so fortunate that donation was received for supporting these enhancement projects.
Home-school collaboration
Founder of the Ford Motor Company, Henry Ford said,“Coming together is a beginning, staying together
is progress, and working together is success.” Close partnership between school and parents produces
positive impact to children not just in school but throughout life. We cannot educate our students
without reaching out to the parents. Over the years, Parent and Teacher Association has proactively
organised many programmes for parents to build tie with the school, such as parent talk, education
forum, parent-child workshop, coffee-tea social, million walks and annual fund raising staircase run,
etc. The newly-established Parent Education Academy aims to help parents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ir children and to equip them with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so that they can nurture their children
in a supportive environment. A series of inspirational seminars on special topics will be offered in
November in our Parent Education Conference and more exciting events are on the way.
To further enhance the campus environment, PTA has made a generous donation to install an Artisan
Wall adjacent to the Visual Arts Gallery connecting the soon-to-be constructed Student Activity Centre
afoo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appreciation to PTA,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s and
parent volunteers for their continuous support and contribution in the past year to promote homeschool cooperation. They not only provided advi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A-School, but also actively
engaged in and organized a variety of home-school activities. Their dedication to both learning and
teaching was tremendous.
Let’s keep our hope high and we will tide over the difficult times together. May you shine bright and
happy with your efforts in 2019-20 school year!
Dr. Benjamin Chan
Chief Principal

副主席的話
今年是第二年度在PTA 繼續服務學校、家長、學生。記起第一
年毫無頭緒、不知所措。只能從會議取經，聆聽有經驗委員陳述，
出席活動去汲取實際會務運作及經驗。兩年的日子忽然間充實起
來。在任期內希望協助PTA制定一個更完善框架，給予各委員一個
共同方向，無間斷伸延下去。
每屆除校內外活動，也應該不時優化PTA能給予學生的服務和
支援，與時並進。請每位家長鼎力支持PTA各項活動，明年希望仍
替大家服務。
中學部委員  副主席 蘇鉻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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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感想
I am very glad to have a chance to be one of the teacher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TA this year.
I have more chanc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PTA. I can see the effort
the PTA members put on each event, the logistics are all time consuming: for example,
booking of the venues, drafting circulars, handling the enrollment, coordination with the
coaches to and from school and the venue.
The event impressed me the most is the BBQ Big Trip in Tsun Mun on 9/3/2019. The
weather was unstable that day with showers which was not as what we expected. All the tables
have to be rearranged due to the weather condition, the PTA members handled this promptly.
Members from the Student Union as well as houses committee in the secondary section were invited to host
some games for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ho were mainly from the primary section. Disappointment was
observed on the faces of the SU and houses members due to the rain as the activities they planned might be
cancelled. Luckily, it stopped raining a while after we arrived at the site. All the members set up the game booths
quickly, laughters were heard, smiling faces were seen immediately after the start of the game. The atmosphere
was filled with joy.
After all the games, SU members, house captains, participating students and parents, teachers as well as
Dr. Chan, our chief principal, we all enjoyed the BBQ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e PTA members, the SU members as well as the house captains from the secondary
section, giving us an enjoyable weekend.
Mr Marcus Lee

杜甫詩：「隨風潛入夜，潤物細
無聲」。回顧一年，家教會委員和義
工積極參與校內的活動，如：家校大
旅行、百萬行、文化日、校園節
日布置等。細雨不求回報，無
聲灑滿校園，滋潤家校合作
這棵小樹苗。

能成為家長教師會的成員真是十分開心。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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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希望作為
A-School大家庭一份子的
你，在未來的學年能親身
參與及見證這股正能量。

羅鳳儀老師
（中學部）

成德裕老師
（小學部）

This year, I am glad to cooperate with all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PTA) committee
members to implement different Parent education workshops, Annual Parent Education
conference and PTA activities such as Million Walk and picnic day, in order to
benefit our students and parents. My heartfelt thanks to all PTA committee
members with their unconditional efforts and time in promot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strengthening parental links.
Let’s get connected with school through our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Ms Stephanie Ng (Vice Principal, Studen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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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再次加入家教會與家長一起工作，猶如返回娘家的感覺。
事實上，我經常都與家長一起舉辦學校活動，例如單車馬拉
松、人文素質週文化活動、外出參觀等都需要家長的協助，家教會
就是家長與學校的橋樑，有時候得到家長委員坦誠提出他們的疑問
和關注，我們又可以作出即時的回應或解釋，每次都能各抒己見，
在輕鬆的對話中解決問題。家教會也是學校的後盾，給予我們慷慨
的人力物力的支援。他們都是各行各業的專才，讓我學懂不少經
貿、保險、法律、會計、IT等知識，我和他們的子女不單是亦師亦
友，我和家長們也是亦師亦友呢！大家的目的都是一致的，為了ASchool 的學生和他們的福祉，我們繼續共同努力吧！
王慧君老師
（小學部）

Hello all, this is Ms. Jacqui Koo. You probably can tell I have been teaching for a long
time, but let me tell you a secret -- it’s actually the FIRST time for me to be in the PTA
in my long teaching journey!
I am glad to be one of the committee members. I can see the devotion, hard
work and selflessness of our parents. As a parent myself, I know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a close relationship among all stakeholders of a school. Our parents in the
PTA Committee are busy, but they are willing to contribute their time to organize
activities for other parents and students. They are doing that not because of their
own benefits, but for our school, our students as well as their families. I am really
touched by their contribution!
Here comes one of the famous quotes of Henry Ford – “Coming together is a beginning;
keeping together is progress; working together is success”. We have all come together to
the big family of A-School. Now let’s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strong school community!
Ms Jacqui Koo

能夠與家教會的所有成員一起共事，實在是很高
興的一件事。育人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它值
得我們投放心力。看著一屆又一屆的學生在A-School
成長，是我們最感滿足的事。雖然在PTA中的成員各
有各的性格、強項，但我能感覺到大家都是向著同一
方向，本著為A-School不斷進步、為年青人的未來作
準備而相互支持。感謝所有家長在忙碌的工作後繼續
為學校用心出力，讓我們繼續為年青人和A-School的
進步而努力！

參與家教會的活動及會議，
往往讓我有不同程度的
感動。看到每位參與
的家長，用心的經營
活動，為學校中的教
師、家長及學生以義
務的形式去付出自己的
時間和心思，為的都是
大家。若不是參與其中，
實是不容易覺察到這份背
後的力量，無論是籌辦親
子的活動，還是不同的學生
事務，總有他們的身影。
很想在此由衷的向家教會成員及義工作最深刻的感激，
在繁忙的工作中，貢獻了本來可以休息的時間，讓學校成為
一個親切溫馨的大家庭。

鄧紹南老師
（中學部）

曹小怡老師
（小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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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
家長教師會
第十二屆 (2018-2019)
常務委員名單
職位

小學部家長委員

學生級別

主席

黃一樑博士
(David)

6E
2B

中學部家長委員

學生級別

中/小學部老師委員

蘇銘洋先生
(Louie)

8D
5C

吳麗芬助理校長
(Stephanie)

副主席
秘書

馮卓傑先生
(Jacky)

3C

司徒敏儀女士
(Mandy)

8B

曹小怡老師
(Siu Yee)

司庫

鄭雪莉女士
(Shirley)

5A

袁智成先生
(Eric)

10E

古頌德老師
(Jacqui)

教育

黃佩絲女士
(Doris)

1C

鍾月妍女士
(Traviata)

7C
4C
1D

羅鳳儀老師
(Jenny)

康樂及福利

梁詠欣女士
(Yanji)

1D

余雅俊女士
(Lydia)

9E
3A

成德裕老師
(Albert)

聯絡

黃家豪先生
(Karl)

1D

鄧麗玲女士
(Natalie)

8D
6C

鄧紹南老師
(Sam)

總務

周家柱先生
(Joe)

1B

崔錦慧女士
(Julia)

10E

李嘉榮老師
(Marcus)

理事

李國輝先生
(Ray)

6C

何家亮先生
(Joe)

8C
4A
1B

王慧君老師
(Meli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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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
家長教師會大旅
行，是由PTA、學校及一
班在校就讀的大哥哥大姊姊通力
合作籌備。在現今社會中，很多父母都
需要工作，能陪伴小朋友的時間相對較少，大
旅行的目的就是希望多一些親子活動，令父母可以陪
伴小朋友在郊外玩耍，同時亦給各位家長有一個互相交流及
認識的機會。畢竟小孩子入讀王錦輝是十二年的時間，他們一起學
習、一起成長，友誼就會建立起來，而家長與家長之間亦如是。
由於大旅行是全校的學生及家長也可以參加，所以報名非常踴躍，因此選擇地點
都非常重要，既要有足夠大的地方容納多人，又要有大空地給予小朋友玩遊戲。
今次選址非常理想，活動當天雖然「天氣不似預期」有一些雨點，但並沒有
影響大家的熱鬧氣氛及BBQ熱情的爐火。在有限的時間裡，家長們
爭取時間燒烤給小朋友，小朋友一邊進食，一邊玩遊戲，大家
都渡過了十分愉快的一天。

大

年

旅

行

度

小學部委員 周家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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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 發 獎 學 金

Hero Feast
學校每年舉辦的Hero Feast，PTA均會運用家愛
同行基金贊助食物費用，以表揚在OLE及比賽中
取得佳績的同學及校隊。

Student’s Words of Thanks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most sincere gratitude to
PTA for sponsoring my study at Imperial. It is my
honour to be one of the PTA scholarship holders. In
the past few years, PTA has been helping graduates to
pursue their further studies, encouraging us to study
at top-tier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globe. Without your
generous support, I would not be able to overcome th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nd pursue my dream. Once again,
thank you A-School for nurturing me over these past
12 years.
G12E Yuen Lok Man

活 力 校 園
本會已於2018年10月13日順利舉
行第十二屆常務委員會選舉暨就職典
禮，並於當日委任新一屆委員。承蒙各
位家長當日撥冗出席，令會員大會能順
利完成，本會致以衷心感謝。
當天一年一度學校籌款活動，「家愛同樂12
載，活力校園跑樓梯競技大賽暨繽紛攤位嘉年
華」完滿結束，有賴大家的鼎力支持和參與！感
謝各家長，學生，老師，義工家長及校工們。
當天參與跑樓梯人數多達300人，活動所籌得的款項更
高於港幣八萬元。有了你們的支持，令我們更有原動力在
將來舉辦的活動更上一層樓！

跑

樓
8

梯

2011

興建
攀石牆
添置王廖惠文大樓
健身中心設備 2 0 1 5

家

建
校
設

PTA一直以來擔當家校橋樑的角色，為使PTA運作暢
順，家長均需每年繳交會費。所有收到的會費，我們會
定期舉辦不同活動讓學生參與。我們亦曾舉辦多次跑樓
梯籌款活動，有幸得到各位家長鼎力支持，所得到的
籌款我們亦已善用於不同的家校建設項目。如2011年
於中學部興建的攀石牆，2015年曾添置王廖惠文大樓
健身中心設備及剛剛於2018年新落成的家校園灑水系
統。而在2017年我們更成立了‘家愛同行’目的是讓有
需要的學生得到適切的支援以及獎勵部份成績優異的學生
或校隊。19-20 年度，我們將於中學部增設百家手印牆，
詳情將於稍後通告公布，期望各位家長繼續鼎力支持。

興建家校園灑水系統

2018
在這裡輸入文字

2020
9

百家手印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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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 二 屆 家 長 教 師 會 - 2 0 1 8 -2 0 1 9 工作概 述

13/10/2018
周年大會及
第一次常務
會議

16/11/2018
& 7/12/2018
and 11/1/2019
G12 加油站

13/11/2018
第二次常務會議

8/12/2018

15/12/2018

6/1/2019

家長教育研討會 家庭關係對子女成
長的影響

電影欣賞
“非同凡響”

50th公益金
百萬行

1/12/2018
Excel 33p meeting
Outliners Professor
K.Y.Yuen

1/2/2019
中國文化日

11/12/2018

19/12/2018

22/1/2019

27/2/2019

第三次常務會議

Christmas Party
(PS & SS)

第四次常務會議

敬師日
小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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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019

9

15/3/2019

大旅行

敬師日
中學部

18/4/2019

4/5/2019

Easter Party

家長親子工作坊

6/7/2019
AAA
Homecoming
及內務會議

10/9/2019
內務會議

12/3/2019

30/3/2019

30/4/2019

11/6/2019

23/8/2019

17/9/2019

第五次常務會議

Career Expo SS

第六次常務會議

第七次常務會議

第八次常務會議

第九次常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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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委員會非常關心同學的飲食，因此成立午膳關注
小組，經常跟藍海洋飲食管理有限公司溝通、了解餐單組
合及跟進午膳安排，希望同學得到營養均衡的午餐。
藍海洋在2018年12月7日邀請老師、家長及同學代表嘗試
未來推出的餐飲，各代表都踴躍反映意見，藍海洋亦作
出相應的調整。午膳關注小組亦分別在2018年11月5日及
2019年2月15日到學校進行突擊試飯，在沒有事先通知飯
商情況下，客觀地了解學生買餐，取餐及進食午膳的過
程。
飯商員工為小二至小四同學在樓層設置餐車準備分飯，預先準備部分
午餐入暖櫃保溫，讓同學直接從暖櫃取餐回班房，委員們帶備了鐳射
溫度探測器，測度飯餐的實際溫度，暖櫃內保持約六十度，而飯盤到
同學手上則是約四十多度。另外，須要加減飯餸的同學，先從暖櫃取
飯餐，再到餐車前排隊，根據同學要求加減飯餐食物，而沒有預訂飯
餐的同學可到餐車前排隊即做飯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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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的餐單有紅蘿蔔雞柳
及醬燒茄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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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部每天會安排兩班同學到地面層飯堂進行午膳，
當日的餐單是番茄汁魚柳及台式肉燥鹵蛋，即時分
飯，位置也寬敞，雖然學生人數眾多，但秩序井然，
派餐速度滿意。感覺到同學們都很愉快，笑容滿面，
大家都表示期待下次再到來午膳。

飯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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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飯，到午膳時間立即到飯堂取飯，而中學同學就隨後
到中學飯堂用膳。飯堂分三部分，中式餸飯、西式扒
飯及焗飯加蒸飯，取飯比較快捷，時間充裕，情況滿
意。中式飯餐包括日式野菌炒牛肉、醬燒雞球、蝦醬
雞粒炒飯、黑椒三絲炒油麵，素食選擇有燕麥金瓜蒸
蛋。炒飯惹味，蒸蛋滑溜，味道平衡不算重味。
CEO cafe 提供即製意粉、三文治沙律、pizza 及 各
小點如鬆餅及玉桂卷，今天試食的彩椒煙鴨胸長通
粉，新鮮熱炒，味道適中。
2019年9月開始，泛亞飲食有限公司將正式投入服
務，家長教師委員午膳關注小組必定會盡力跟飯商
溝通、跟進及了解有關事宜，希望同學們得到健康
的午餐之餘，也享受跟同學們一起用膳的時光。
中學部委員  崔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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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供應商
因應PTA近年收到家長對午飯，校車，課本或校
服供應商之不同意見，有見及此，今年我們成立
了”四大供應商小組”目的是希望透過小組將家
長聲音更直接轉達到供應商中。當中組員除了跟
供應商開會外，亦會進行突擊服務檢查，期望透
過關注，了解及監察，能讓供應商服務水平能不
斷提升。家長如對四大供應商有任何意見，歡迎
電郵：info@hkbuaspta.org.hk

今年曾進行的項目如下：

四大供應 校服

四大供應 飯商

2018 Nov 30 年度商討
2019 Jan 22 校服檢測
2019 Mar 01 校服檢測

2018 Nov 05 突擊試飯
2018 Dec 07 飯商試食
2019 Feb 15 突擊試飯
2019 Mar 18 飯商評估
2019 Mar 20 飯商試食
2019 Sep 03 新飯商派飯流程 (PS)
2019 Sep 16 新飯商突擊試飯
2019 Sep 17 新飯商開會檢討

四大供應 校車
2019 Feb 15 年度商討
2019 Mar 18 校車評估
2019 May 20 校車抽查試坐
2019 May 27 校車抽查試坐
2019 Aug 13 校車路線計劃 (y19-20)

委員自費試食

探測食物溫度
檢查熱櫃

學生食飯派發過程

飯商 校服

學校上車位置

校車 課本
學生車內情況

20.05.2019
突擊檢查
土瓜灣 新蒲崗線

學生車內情況

已配備安全帶

車廂

黃大仙站學生落車情況
座位配備安全帶
27.05.2019
突擊檢查
大埔線

學生安全離開車廂

車廂

學生安全落車

學校有四大供應商：書、服、車、飯。每一個供應商都需要通過既定的機制，學校也根據
各個相關政府部門指引設定計分制度，最後還需通過校董會審批。能夠應付整間學校十二個年
級的供應商確實不多。就飯商為例，學校要求食物必須在學校的廚房內駐場處理，為全校師生
提供衛生健康廉價的餐飲。另外，由於學校的家庭都是以外區為主，校巴路線超過二十條，還
需提供學校要求以外的課後活動專車服務。大家如果數學不錯的話，都應該知道這些供應商們
都是以合理的價格來為我們提供優質服務，而且，他們在為我們提供服務時都力求盡善盡美，
很著緊每天都照顧著的每位服務對象，這是我在每次突襲檢查及開會中感受到的。
小學部委員 馮卓傑

13

活

動

感

想
Career 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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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的同學，ASchool 對學生的照顧真是很全面，有機會預早接觸不同職業，對照一下自己的能
力及興趣，再選修相關科目。假若我讀中學時能有這樣的安排，就不怕會揀錯科
目，以致沒興趣上課，要多行辛苦路了。
A-School的家長藏龍臥虎，很多都是業界精英，不愁找合適講者。今年家長講
者就有來自商界、醫療界、紀律部隊等，而我主講的是復康治療專業，包括職業治
療及物理治療認識和就業情況，當然亦會提及學生們最想知道的大學收生分數。
同學們都聽得留心，若有所思的樣子可能已經在考慮了；到答問時間，不出所
料，最多問題的就是一班最疼愛他們的家長。呵呵！相信兩年後當我陪伴小朋友聽
相同講座時，我可能又會是另一位 ”問題家長”了。
小學部委員 李國輝

家長親子工作

坊

有感學校已經為家長安排不少不同類型的講座，所
以今年想到舉辦家長工作坊，希望找一些有趣活動讓家
長們在百忙中可以輕鬆一下。雖然在選材及尋找有關機
構過程中遇到些障礙，但最後亦成
功舉辦了共六個工作坊，包括小食
製作、頭飾、立體捲紙、滴膠、手
工護膚品等。見到家長和小朋友們
投入活動，聚精會神地製造獨一無
二的作品，拿著製成品時的喜悅，
真的感到很滿足。
中學部委員 鍾月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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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are Day

We Care Day - 一個學校傳統的品牌，已不知是從哪一年開始
了，但已是學校家傳戶曉的大活動。現代的學習模式生動活潑，家
長們對子女的關懷備至，也靜靜地起變化。為了表達家長們對G12同
學努力學習的鼓勵，每年家教會也精挑細選不同的心意，用充滿愛的
說話，為他們打打氣。我們一眾的委員，
在這一天為同學送上陣陣暖意，一句一句
「加油！加油！」始起彼落，從同學歡欣
的笑容，我相信他們一定非常受落。寒天
飲雪水，點滴在心頭，希望大家可以感受
到我們的由衷支持。
時代在變，生命在變！盼望小伙子們
為自己，為社會，為國家，努力學習，將
來為大家作出貢獻！
中學部委員 何家亮

arty
Christmas P
聖誕節是一個普天同慶的大日子，A-School的家長教師會
當然不會錯過這重要日子，來跟同學及老師們一同開心慶祝！
為了隆重其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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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我們還一次過邀
請了六位聖誕老人大派糖果及禮物，當中的禮物《摺摺杯》既
實用又環保，希望收到禮物的你會滿意及喜歡！
中學部委員 司徒敏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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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育研討會
響”
“家庭關係對子女成長的影

2018-2019家長教育研討會於2018年12月8日舉行，今
年的主題為“家庭關係對子女成長的影響”我們今年請到
張崇德博士為主講嘉賓。張博士於研討會上分享到怎樣跟
小朋友相處影響家庭氣氛，比如考試漸近，家長留意到小
朋友並未溫習，那並不是小朋友沒有心機溫習或不在乎，
或許同學已用不同方法，向老師或同學查詢。因此家長不
應責備，反之應該關心幫助小朋友，這樣家庭氣氛將更自
然融洽，小朋友放鬆點，學術或其他方面亦得以進步。當
日除了張博士外，我們還邀請了霍張佩斯女士及吳綺琴女
士為”探討原生家庭與孩童教養”及”如何幫助青少年自
立與承擔”作出分享。內容豐富，參加者均獲益良多。

電影欣賞 - 非同凡響

2018年12月15日，家長、老師及學生們欣賞了
一部「非同凡響」的電影，電影取材真人真事，拍
出特殊學校與傳統學校合辦音樂劇的經歷。電影劇
情感人，催淚十足，戲院內都是淚人。
這是PTA首次舉辦電影日，得到家長、老師及
學生們的踴躍報名,參加人數超過300人，也感謝曹
小怡老師安排主角謝票。
此次電影欣賞會，感謝各委員及老師們的支持
及合作，希望在來屆可以再舉辦這個活動。
小學部委員 鄭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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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金50周年百萬行

本人心感喜悅能夠擔任2018-19年度PTA聯絡委員一
職，在這個年度PTA安排了多不勝數的活動，而教育講座
是非常受家長們歡迎的其中一個活動。當然不得不提到ASchool的Highlighted籌款活動「百萬行」，當日除了我們
一班熱愛服務的PTA委員參加外，亦少不了同學們、家長
們及老師們的支持及參與。單是小學部及家長參加人數已
超過100多人，合共籌得款項更有6萬多港元。相信未來有
你的支持下，A-School一定是我們子女永記成長的地方。
中學部委員 鄧麗玲

今年小學部在Love Week內進行了敬師活動。PTA 於2月27日午飯時間
於中庭準備了茶包，讓同學們向老師表達敬意。
同學們需首先完成一張感謝卡。如果感謝卡寫得好、圖畫畫得美，才能
獲得一個向老師送上禮物的機會。當天同學們十分踴躍，寫完一張又一張感
謝卡，有的寫給同學、有的寫給學長學姐、有的寫給老師。他們一邊寫，一
邊面露甜美笑容。感謝是一種讓自己快樂的泉源。
最令同學煩惱是送茶包給哪位老師。每人只可送給一位最尊敬的老師，
可是他們每人都報上兩三個老師的名字。
PTA 希望值此活動多謝老師對同學的教導和循循善誘。
小學部委員  梁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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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師日

中國文化日
農曆新年是中國十分重視的節日，它代表了新一年的開始，也代
表一家人齊齊整整、共守一堂渡過這歡欣時光。家教會每年便藉農
曆新年蒞臨之前，舉辦一年一度的大盛事---「文化日」，好讓同學們
認識中國文化之餘，又可以玩攤位遊戲及品嚐新年傳統食物。
今年是我第一年參加家教會做委
員，也是我第一次參加「文化日」。我
們每一個委員當天穿上華服，當然少不
了「財神爺」啦！相信最令各位老師和
同學印象深刻就是由家教會委員表演舞
龍，見到每一個同學都帶燦爛的笑
容，作為家教會委員的我也感到十分欣
慰。
小學部委員 黃佩絲

教育學家馬卡連洛說，教育是家庭與社會合作奏出的交響樂章。這充分說明
了對於一個孩子的健康成長，家長與老師、家庭與學校的作用皆不可或缺，亦相
互互補；而這也正是我加入A-School家教會的初衷。我的兩個小孩都是插班生，
在加入A-School之前我本來擔心他們會出現無法適應新環境等問題，但是這段時
間來，我看到這個教育理念先進、教師團隊素質高的學校給孩子在品行與能力方
面施加的諸多有利影響，同時還因為家教會的各個委員的幫助，使孩子們和我盡
快融入新集體、打消不適應感。家教會的家長們不求回報的付出帶動了我，畢竟
剛剛來到學校的時候，我還以為家教會的家長是學校的老師呢！當然，除了這個
原因，也是因為這樣一句名言：「孩子們的眼睛是照相機，腦子是錄音機，家長
的一言一行都刻在他們的心上。」所以，對於插班生的家長，如果想讓孩子能快
速適應新環境，那麼作為家長也要首當其衝，主動積極的參與學校的各類活動。
加入家教會，我同各位老師家長，跟隨這個優秀的團隊參與了許多的活動，
最讓我記憶尤新的就是文化日了。為了讓學生們更多的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魅
力，學校邀請了我先生來校寫揮春。雖然當天天氣很冷，冷風直吹，連續寫了兩
個鐘頭，但看到老師們和學生們得到揮春時的開心，我們心裡也覺得暖暖的。這
樣的活動十分有益，不僅有助於學生認識和學習我們民族的傳統毛筆書寫文化，
提升孩子的綜合全面素質，更能提供一個孩子和家長、家長和老師相處和交流的
機會，我想這就是一出教育上的和諧無比的交響樂章吧！
中學部委員  余雅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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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 校董/委員

心聲

很高興家教會讓我有機會在這裡分享過去兩年多身為家長校董的點滴。你知
道嗎？身為家長校董我們審議飯商時最看重是食物的衛生，審議校巴商時最
看重是行車的安全，審議書商時最看重是書本的齊備，而在審議校服商時最
看重就是校服的質素。在審議這四大供應商，我們必定以『保障學生安全，
便利家長照顧』的願望為主軸。整過過程，我們必然會表達家長的要求和協
商可行而找出有效方案。就以最近一事為例，我們聆聽到有家長對獨立購
買風褸的需要，因此便在跟校服商會議上積極爭取，最後成功在新季度加入
獨立購買的選項。此外，在遴選多位副校長的面試中，我們更以家長關心的
項目對候選人作出提問，從而揀選一位最合適人選。在提高教育團隊的待遇
上，我們亦表達了家長願意為保持教職員穩定上付出更多的資源。作為一位
家長校董，我想最重要的責任就是以一位家長的身份參與校務管理的工作。
如果你有什麼意見，歡迎隨時透過家教會與我們聯絡。
家長校董何家亮

家校合作，銳變成長
離開了家長教師會幾年時間，今年有幸再次參與，我可以說我見
證著家教會的成長及銳變，家教會今年舉辦及協辦的活動十分多元化，一
方面可以讓家長及同學有多方面不同的體驗，增長知識，擴闊視野，另一方面也
藉著活動讓大家共聚天倫，一同舒展身心。
除了多姿多采的活動外，家教會也沒有忘記一直肩負的職能 —— 加強家長與學校的聯繫，
反映意見，改善及提升雙方溝通，讓孩子得著最大的裨益。
過去一年，我深深感到各委員的全情投入，無私的奉獻，合作無間，發揮了團隊精神
及協同效應，也因而感染及帶動了不少家長加入義工行列，共同為培育學生的
成長而努力，為孩子締造難忘的校園生活而付出。我身為委員會的成員之
一，我深感與有榮焉。
中學部委員 袁智成

加入家教會的大家庭，
令我有更多機會接觸到老師和家長，亦認識
了一班盡心盡力的委員，在參與各個活動中，大家互
相支持，形成一種默契，增進了友誼。
我們目的都是為了讓家長與學校聯繫在一起，盼望在未來日子
裏能夠繼續為大家服務，亦希望有更多家長積極參與及支持家教
會舉辦的活動。
小學部委員 黃家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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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年11月23日

最新活動動向

主題：風雨同行成長路

家長教育研討會2019-2020
主題講座1

主題講座2

在愛與淚中同行
講者：
鄧藹霖女士
畢業於加拿大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主修心
理學。
早年曾任電台DJ，節目監製和訓練DJ導師。曾主
持香港電台「訴心事家庭」十三年/出版八本親子
書/經濟日報專欄作家/曾主講超過六百場親子講
座/兩子之母，丈夫為吳錫輝。
另外，長子畢業於香港大學，英國UCL碩士/ 次子
剛畢業於英國University of Bristol 法律系

密切
留意

如何提升子女的上進心及
面對逆境的能力
講者：
麥何小娟女士（十優港姐冠軍麥明詩媽媽）
教育碩士（澳洲墨爾本大學）
衛生行政碩士（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
資優教育大學後文憑（澳洲蒙納許大學）
職業治療專業文憑（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註冊職業治療師
澳洲註冊職業治療師
美國註冊職業治療師（兒科）
資深職業治療師，曾於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及香港教育大學
擔任客席講師，多次接受電台、電視台及報章訪問，並獲多間學
校及機構邀請，分享培育子女心得。

隆重推出
PTA app 將於12月面世

法
方
費
新繳

這個MYPTA應用程式提供一站
式通訊平台，令家長更易，更
快收到PTA的最新活動資訊，
家長亦可透過程式連結到繳費
靈網站進行活動付款，亦可隨
時查閱付款記錄。這項嶄新服
務，將於12月公布使用詳情，
各位家長密切留意！

PTA每年均會舉辦很多不同
活動，部分活動屬免費也有
部分是需繳費項目。以往這些收
費項目都需要大量人手處理支票及
現金等等繁複事務。有見及此PTA將於
今年新增PPS繳費服務，目的是用更簡化
收取款項的程序，為大家帶來更方便的繳費
方法。由2019年9月19日起，大家便可以透過
PPS (商戶編號 6629) 繳付相關活動費用！登記
手續請見PTA往後通告，如有任何問題，歡迎
隨時電郵給我們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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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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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編輯委員會：
司徒敏儀女士 鄧麗玲女士 蘇銘洋先生 黃一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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