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6 屆家長教師會委員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主席       何世傑先生                 鄭思思校長 

               (5C 何淑祈之家長)     (顧問) 

 

副主席    李健榮先生  麥靜嫻副校長 

 (4A 李澤謙之家長) 

 

秘書 馬穎娟女士 林振華老師 

 (3C 許日曦及 1C 許蔚欣之家長) 

 

司庫 楊嘉雯女士  曾雅怡主任 

 (1C 吳曜宏之家長) 

 

康樂 吳炳基先生  翁永輝主任 

 (2B 吳家傑之家長) 

 

總務 何黃華紅女士  黃轉弟老師 

 (6B 何梓熹之家長) 

 

聯絡 曾師建先生  黃惠燕主任 

 (4C 曾俊熹及 2A 曾靖媛之家長) 

 

 

聖公會基恩小學家長教師會會訊
(2015-2016 年度)                      2016 年 2 月   

 
[Date] 

  

 

不同角色有不同的期望，期望有時是對自我

的要求、對他人的要求、或者是別人對自己

的要求。當有期望時，就有向前的動力。 

 

去年，家教會與眾師生和家長一同經歷了天

父豐盛的恩典，共同見證了孩子的成長。孩

子能一步又一步地向前行，除了老師的悉心

教導外，還得靠賴一群關愛孩童、無私付出

的家長義工們。 

 

我們都期望能看見孩子們繼續成長成熟，能

愛惜自己、也能愛護別人。願這期望能加上

仰望；因期望是向前的，仰望是向上的。當

仰望天父的時候，我們便會發現，是天父帶

領著每位兒童成長，藉著他們的成長，我們

一同經歷天父更奇妙的恩典。 

 

基恩小學家長教師會第十六屆主席 ~ 

何世傑先生 

 

      

 

 



  

 

 

，他們會覺得這些活動對孩子更有用，所

以便在服務活動的通告回條上填上“不同

意”，不讓子女參加。 

一個年青人縱有高學歷，高智慧，高職

位，但是對人毫不關心，冷漠無情，沒有

一點回饋社會之心，而只會不擇手段，用

盡方法，務求從各處取得最大的利益，確

實令人感到失望與不安呢！若然與他相

處，更須處處提防！我們希望孩子有好的

學問，還要讓孩子養成關心他人，服務他

人的精神。」 

最後我相信在基恩培育出的學生大多都是

能做到以服務大眾為己任, 不求為得到別

人的益處。希望大家和我一起身體力行, 

多些參與學校義務工作實踐主耶穌的教訓

來作出身教。 

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  李健榮先生 

 
 

  

 

 
這句是聖公宗(香港)屬下和基恩小學之校訓， 當

中的意思大家清楚和明白多少? 

 

現今是資訊爆發年代只要上網「GOOGLE」一

下， 答案隨即能見。 但在云云眾多解說當中， 

我便喜歡這個，希望與大家分享 : 

 
這是一句來自聖經的句語，意思是我們生來並不

是為了使喚別人，要別人為我們服務，而應該以

服務大眾的心，為別人所使喚的。 

 
也是一種高尚的捨己為人的精神，希望自己可以

為人民和大眾作出貢獻。 

 
今時今日，社會裏太多人只為自己的利益出發，

忽略了身邊還有很多同伴需要我們的幫助。或

許，只需要一點點的付出，別人就可以得到很大

的幫助和改善。 

 
作為義工家長的一群對於以上解說, 相信絕對得到

共鳴和認同。 

 
而對於教養我們的孩子, 我也有相關之理解。以下

節錄於靈愛校長的話, 因篇幅所限我略為刪減更

改: 

 

「聖公會學校均有一個相同的校訓：非以役人，

乃役於人。」因此，作為聖公會學校的學生，便

都應該有樂於服務的精神。 

 

每一所學校均會安排不同的服務活動讓學生參

加，例如：童軍、交通安全隊、公益少年團、少

年警訊等等。上述的團隊都會讓學生接觸有不同

需要的人士，以己身之力用不同的方式去幫助那

些有需要的人，以培養學生樂於服務他人的精

神。 

 

很高興看見近年中學的收生，均會把學生的服務

經驗放到比較重要的位置；反之，令人感到失望

的是家長們覺得服務活動並不太重要，相比起其

他的學習活動，例如跳舞、唱歌、課後輔導等等 

 

 
聖經說:「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温柔、節制」加 5:22。 



 

家教會與學校合作無間，義務工作種類多而不同，

每項活動能夠順利完成，不但有家教會委員帶領之

外, 而且更有賴一班熱心的家長義工的幫助◦  

要知道家教會委員和家長義工的工作完全是義務性

質的，沒有報酬，但當完成每項活動時，他們可以

得到的卻不是金錢可以買得到的滿足感和助人為快

樂之本的快樂等等。特別要提的是， 家教會亦有

規定每位家長義工是為每一位學生服務, 而不是為

自己在校的子女服務的，所以他們所付出的是無私

的奉獻。除此之外，作為家長義工還有一個更深層

的義意 ~ 就是「身教」。當孩子看着自己的母親在

校門做”早晨媽媽”、當孩子聽着自己的母親為同

學說故事、當孩子看着父母為水果日/敬師日預備

所付出時……子女們都一一把這些看在眼內，並且

學習了比書本上所學到的更為重要的東西◦  就是這

樣, 家長義工把無私的愛心和以身作則的精神活靈

活現了出來，他們執行義工服務的時候，同時也教

育了自己的孩子◦ 

因此，我對這班無私大愛的家長義工，送上最衷心

的感謝！ 

家長教師會秘書 ~  馬穎娟女士 

 

  

日期 活動 

9-10. 2015 朗誦及音樂節報名 

 4.9.2015 售賣回收校服 

11.9.2015 敬師日 

15.9.2015 

22.9.2015 

協辦「親子共讀」工作坊* 

30.10.2015 家教會會員大會 

    11.2015 添購宗教圖書、繪本書籍

及管理 

29.1.2016 造訪學校膳食供應商 

日期 活動預告 

     4.2016 水果日 

15.4.2016 家長講座 

30.4.2016 親子大旅行* 

      6.2016 協辦謝師宴 

      7.2016 申請家教會資助 

*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資助活動 

定期舉辦的活動 

出席各班代表開會 

校車、膳食及校服監察 

校服回收及售賣 

聯繫中西區家教會聯會 

統籌義工家長 

家教會壁報及網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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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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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常常教導子女要行善積德、幫助別人。我做

得到嗎? 

 

父母希望子女能勇於面對挑戰，作多方面嘗試。

我做得到嗎? 

 

「父母應以身作則，身體力行。」這便是我投身

家長教師會，成為義工的一個原因。 

 

成為家長教師會執委後，我告訴我的孩子:「我

不是很擅長這些工作，但我可以嘗試。我不懂

的，我會找方法去解決。」 

 

負責聯絡的我，今年幸運地遇上一班熱心積極的

班代表及家長義工。 在義工的工作當中，我結

識到很多能幹的家長。特別是高年班的家長，他

們的意見給我很多啓發，曠闊了我的眼光。 我

們在鄭校長及老師們的領導下，學校的開放日、

大旅行、運動會及各項活動才得以順利完成。看

見學生們樂在其中，這一切的付出，絶對物超所

值。當孩子升上中學時，要獨立生活，我還有機

會在學校裏見證他的成長嗎? 

 

適逢學校舉辦60週年紀念，今年的工作別具意

義。回頭一看，真慶幸我能參與其中。 來年，我

希望更多家長能夠加入家長義工行列，教導孩子

們體驗「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校訓，並以

身為基恩學生為榮。 

 

家長教師會聯絡 ~ 曾師建先生 
 

  

 

多謝各位給予機會， 讓我能夠繼續在家教

會這個大家庭，使我可以和小朋友一起成

長。 

 

在這學年裡，我覺得最要表揚的是義工家

長，如早晨爸媽、午膳爸媽等，他們不辭勞

苦地協助同學。而這些專職除了可令家長更

了解學校的運作外，更能讓他們了解不同學

生的需要，繼而領會到更多處理自家小朋友

的方法。 

 

相信，最大功勞當然是 “班代表”，他們

代表學校每一班，每當有問題就向校方反

映，盡量解決所有問題。除了要聯絡家長，

還要每月開班代表會議。有些班代表更同時

是家長義工，真令小弟汗顏。 

 

幸好，家教會有經驗豐富的何主席和李副主

席帶領，令很多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當然

也依靠全部委員衷誠合作，才可以得到合格

的成效。不可不提的是傑出的聯絡人曾先

生，他也是 15 周年紀念品的設計師。 

 

記得基恩六十週年, 我們有一班像魔術師老

師們，他們在短短半年間已經可以統籌各級

同學在校慶那天作出精彩絕倫的表演。訓練

高年級學生已經不容易，低年級就更困難。

再加上要構思出不同表演。每一年級也有出

場機會。說明了六十周年大家都有份。 

 

除了在校慶表演外，其中一部份（最色彩繽

紛的海低世界）也在中西區家長聯會敬師日

中表演。因為表演學校眾多，每所學校只能

演出數分鐘，所以只能表演一節。看到的學

生們出外表演時也有出眾表現證明憑著校方

的培訓，我校的學生在那裹都有出色的表

現。 

家長教師會康樂 ~ 吳炳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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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的大女兒升上基恩小學起，

我已一直很想參與家長義工的一

些職務，只可惜分身不下。自從

小女兒今學年都入讀小一後，我

可以投放多些時間，也有幸成為

班代表以及 reading parents。 

在這些過程裡，對學校多了一份

了解，明白到學校，老師和家長

互動的重要性。Reading 

parents 是與小朋友一起閱讀英

文書籍，當看到她自己能夠明白

大部分內容，看到有趣味的故事

內容時哈哈大笑，看著她進步，

我亦替她感到高興。 

很感恩，天父給予我這樣一個機

會 ，用自己微小的力量來作事

奉。 

 

4A 黃心悅、

1A 黃心柔 

家長 

馬頴山女士 

由於工作的性質，先生和我都要輪班工

作。甚至要返通宵，因為我倆的作息時

間都和家中的兩名子女都不同，很多時

候假期日小朋友放假，我們都要上班，

至使很多假期的親子活動都未必每次都

可以參加。 另外，自小他倆都已習慣這

個家的模式，從來都不會有任何投訴，

因此我亦不以為意。  

直到某一天晩上我放工回家，看小兒的

功課，他其中一份功課的題目是寫一封

信給媽媽，信中內容說: 「媽媽，我很

感謝您多年來照顧我。 您是不是工作很

忙碌，所以才陪不到我去公園玩耍嗎? 

媽媽為了我們的生活，所以努力工作。 

有一次，我遺失了數學補充作業，我很

不開心，您馬上安慰我，使我十分感

動。 我覺得媽媽很偉大，我很愛你。 

祝身體健康。」看了小兒的功課後，有

一股很大的歉疚感擁現出來。 

 經過我和先生的商量後，我們都

盡量在平日的日子裏陪伴他們。 例如在

湊上學或放學在這短短的時間裏，聆聽

他們，從而得知他們在學校裏發生的事

情。 若果有幸我或先生在假期中放假，

都盡量抽空和他們到公園玩耍，希望在

重質不重量的環境下，多些陪伴他們。 

3B 麥穎朗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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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主席， 副主席聯同副校長出席中西區家教聯

會週年大會， 主席何世傑先生和副主席李健榮先生

代表基恩， 被選為第十六屆理事◦  而何世傑先生更

委任為執行委員秘書一職◦ 

本校家教會委員除服務本校學生外, 過往積極參

與和籌備中西區家教會活動以服務各區學生和

家長進行溝通。 

2015 年 12 月 19 日在富豪香港酒店慶祝中西區家教

聯會成立十五週年◦ 當晚出席主禮嘉賓包括家校合作

事宜委員會主席湯修齊太平紳士 MH，教育局首席

教育主任(港島及九龍)徐啟祥先生， 社會福利署中西

南及離島區福利專員林定楓先生， 廉政公署社區關

係處西港島及離島辦事處高級廉政教育主任秦臻女

士， 中西區校長聯會副主席陳婉玲校長及中西區家

長教師會聯會創會顧問伍周美蓮太平紳士◦ 另外多位

中西區中小學校長及全港十八區所有家教會聯會代

表一同到賀，與會者分享十五年聯會工作經驗及予

其貢獻作高度評價◦ 

十五週年晚宴適逢歷屆基恩家教會主席 

2015 年 11 月 21 日參與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舉辦”校園清潔, 最佳拍檔”啟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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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聯會 2015 年 12 月 14 日假座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辦 “向上游， 激發潛能與提升動機”大型講座 

2016 年 1 月 16 日協助聯會與港島區聯會舉辦 

“專業培訓多渠道. 升學就業無難度”升學論壇 

聖經說:「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温柔、節制」加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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