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基恩小學家長教師會會訊
(2015-2016 年度)                     2016 年 11 月 

 
[Date] 

 主席的話 

我已經在家教會服侍有四年的日子，這四年

的經歷裡，與家長和老師一同合作，從微觀

和宏觀的角度來看，這家校合作的圖畫都有

不同的美感。 

這段時間也看見家教會實踐會章的理念，第

一是溝通 communication，我們是一道橋樑，

把家長關心的事與校方溝通；第二是群體 

community，家長與老師是同一個群體，若

不是同一個群體，我們就只有單方面反映意

見，溝通就未能達致最美的果效；第三是貢

獻 contribution，家長們各盡其職，不論在專

業、時間和服務上都獻盡所有，同心服侍眾

同學。當家校合作得宜的時候，得福的會是

每位學生。 

另外，家教會這三年在敬師日的分享中，我

們看見老師把正確的信念和價值觀教導給同

學們，也看見老師們不只是單單的口述，更

加以身作則，藉身教言教去引導眾同學，叫

同學們親身感到老師的關心和用心。而老師

們教導的熱誠，感染了每位同學，我們也被

老師所感染，叫同學們也有熱誠 passion 來

學習，相信在熱誠的教與學中，不單學問有

增長，生命也必有改變！多年的敬師日家長

和同學們都會送了一首歌<良師頌>，來表達

我們內心的敬意。但願主耶穌基督繼續看顧

主所愛的眾家長和師生。 

基恩小學家長教師會第十六屆主席 ~ 

何世傑先生 

 

 

 

聖公會基恩小學家長教師會  電郵地址: skhkeiyanpta@gmail.com 
 

年輕的我  時有困惑 

純真可愛  疑問卻多 

誰為我啟蒙 教導我思考 

知識禮義  明是與非 

 

成長的我  時有挫敗 

內心苦惱  難覓曙光 

誰令我開懷 更在我身邊 

多番勉勵  燃亮了我 

 

良師啊  是你一顆 

愛心關懷 燃亮了我 

師恩浩蕩 齊頌贊歌 

感激恩師 培育了我 

 

如今的我  懷有抱負 

立身處世  行事有方 

誰令我堅強 敢面對艱苦 

師長教導  成就了我 

 

良師啊  是你一顆 

愛心關懷 燃亮了我 

師恩浩蕩 齊頌贊歌 

感激恩師 培育了我 

<良師頌> 

 



  

 

 

 

 

 

「尊師重道」

是中國人的優

良傳統文化, 我

們鼓勵學生尊

重老師對社會

的貢獻, 感謝他

們的付出, 強化

敬師的意念, 並

讓每位同學能

體會老師們教

誨的心, 今年的

「敬師日」活

動已於九月份

舉行了◦ 

敬師日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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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教會主席為敬師日致詞 

學生排列得

整整齊齊! 

 

我們送上一份

小小的禮物來

表示我們對老

師們的敬意! 



 

 

 

 

 

 

  

家教會的工作和活動概覽 

日期 活動 

 2.2016 慈善花卉義賣 

 4.2016 家教會大旅行 

 6.2016 協辦謝師宴 

 6.2016 義工家長茶聚 

 8.2016 申請家教會資助 

 9.2016 敬師日 

 9.2016 售賣回收校服 

9-10.2016 朗誦及音樂節報名 

 10.2016 家教會會員大會及家長講座* 

 

 

 

 

 

 

 

 

 

 

 

 
 

 活動預告 

 定期舉辦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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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講座–「成就情緒智能」* 

2016 年 11 月 19 日（六）上午 

參觀廉政公署 (北角) 

2016 年 11 月 27 日（日）下午 2:30-4:00 

 
*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資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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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協助舉辦不同的活動◦ 

轉瞬間，我擔任基恩小學的家長義工已經五年了。本年度

是負責服侍一甲班同學午膳，即是「午膳爸媽」，剛巧遇

到一甲班的飯長，他正是五年前我第一次到基恩做義工時

服侍的小一男孩，現在他和我的高度已經一樣了。 

回想起幼女就讀小一時，決定參加家長義工是為了更了解

小女的學習情況和有機會接觸老師和其他同學，從而令我

更了解學校的另一面。這五年我參加義工包括「午膳爸

媽」、「親親孩子說故事」和在大息時維持秩序。 

「午膳爸媽」是協助老師和同學派發餐盒和幫助有需要的

同學，最初同學們都不適應在課室進食，有人忘記了帶餐

具，有人不懂開餐盒，還有人不小心把水樽的水倒進書包

內，令書本全部濕透，同學們在午膳時有很多意想不到的

情景，直至現在我依然歷歷在目。老師無微不至的照顧學

生，也令我印象深刻。他們除了負責日常繁重的教學工

作，也要在午膳時循循善誘地教導同學生活的細節，使同

學明白書本的知識外，還能建立他們能自我照顧。另外我

也欣賞高年級「飯長」的服侍，他們很稱職，能協助小一

同學午膳，減輕老師的工作。 

這五年擔任家長義工，除了看到小孩的成長，也體會到基

恩小學是個充滿愛的大家庭，老師的無微不至和高年級同

學的忠心服侍，能體現「基督耶穌的精神」，聖經約翰福

音：「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

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兩年後，幼女畢業離開基恩小學，我亦不能擔任家長義

工，但我仍然可以按著聖經的教導以基督無私奉獻的愛，

去服侍我身邊周圍的人。 

5C 盧凱風家長 

梁思敏女士 

 

 
 

當義工的感想  

 



義工家長心聲 

 
 

 

 

 

 
 

 
 
 
 

好多家長常常問那間小學好，其實世

界上是沒有「最好的學校」，只有適

合或不適合。所謂「適合」，是要看

孩子的性格及能力。只要你放你的孩

子在適合的環境裏，並加以配合，孩

子必定有好的發展。不要單用成績去

衡量孩子的成就，就算你做到全校第

一，還有全港，全亞洲，全世界排在

你上面。 

 
我在此和基恩各家長互勉，希望大家

和孩子們享受在基恩的時光，譲孩子

有一個愉快的小學生活，更重要是他

們長大回望時，會記得老師及家長的

愛！ 

 

 

4C 萱兒及 1C 愷兒家長 

薛太 

 
 
 
 
 
 
 
 

 

適合加上配合 

 

不經不覺之間，我的大女兒萱兒已經在基恩渡

過了三年，今年她是四年級了。而今年最特別

的是小女兒愷兒也入基恩讀一年級。看見兩個

女兒手拉手走進同一間小學，我真的很感恩，

因為兩姊妹可以一起上學去還是第一次呀！ 

 
其實三年前，我沒有做太多研究之下，在「大

抽獎」中選擇了基恩為第二志願。當時只有一

位很有經驗的幼稚園校長聽了我的要求後，便

說：「你揀基恩吧！」。甚麼是我當時的要

求？我的大女兒性格內向，怕陌生，所有小一

的面試都肥佬，連第二關也無緣。朋友問我擔

不擔心，我當然沒有可能沒有，但是我深信我

的女兒性格，只是不適合參加小一面試的制

度。我跟校長說：「我只想找一間真正有愛心

的學校，不要人家說要程度深些就盲目跟從，

希望有包容及接納。」就這樣，我的女兒便幸

運地入了基恩。她上一年級起初的數星期，每

天在校門口就哭，她太恐懼新環境了！在她哭

了幾天後，有一天我望著她哭著入學校的情

境，我也忍不住哭得滿臉涙水。那時候，校長

走過來問侯我，班主任也打電話和我跟進。往

後的數星期，班主任每天致電給我，告訴我萱

兒回校後的情況，直到萱兒再沒有哭為止。那

次及往後接觸基恩老師的經驗中，我真正體會

到學校及老師的愛心及接納，是很重要及難得

的！所以到細女要入小一的時候，我就二話不

說只是報名基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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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花卉義賣  

為協助公益少年團

慈善花卉義賣, 家長

教師會招募了大約

有十多位家長義工

協助準備工作,如包

紮花朵,並協助售賣

工作, 包括維持秩序

和在校內售賣鮮花

給學生◦  

色彩繽紛的鮮花,多

美麗呀! 

  

活動花絮 

 

 

 

 

 

 

 

 

 

 水果日  

 

「培育孩子每天進食充足水果的習慣」  

當日我們一班義工家長把水果洗得乾淨 ,  

使孩子吃得安心又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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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共讀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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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家長們在培育孩子時所遇到的挑戰和困難, 

避免家長變成「怪獸」或小朋友變成「港孩」, 

因此我們這兩年都特意舉辦「親子共讀工作坊」, 

讓家長們透過與孩子共讀一同學習: 如何從與孩

子一起共讀, 建立良好的親子溝通關係，怎樣協

助孩子從故事中認識自己，提升學習動機及培育

正確的價值觀等來伴隨孩子成長◦ 

 

 

講員簡介 

「菜姨姨」 ( 原名 : 蔡淑玲 Joyce 

Choi）一個熱心推動閱讀的工作者；

熱心推動閱讀的故事媽媽，喜歡分享

親子閱讀的技巧和心得，而且經常到

學校與社區主持親子閱讀講座。 

 

 

在九月份的工作坊裏，菜姨姨介紹了以下

這一本書。 

《河馬波波屁股大》 

其實，如果你對菜姨姨所介紹的繪本有興

的話，可以到以下這個網址看看: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s_auntiec
hoi/page_52858050e343995a55230000 

以下亦提供一些菜姨姨推介的繪本給你們

作為參考: 

《我的小雞雞》、《用愛心說實話》、

《不是我的錯》和《貛的禮物》、《大猩

猩和小星星》、《你愛誰多一點？》、

《大象男孩機器女孩》、《無敵鐵媽

媽》、《怎麼會這樣？？！》、《豬奶奶

說再見》、《晚安，我的星星》，《我不

想長大》、《我不是故意的》、《媽媽沒

告訴我……》、《誰了解故事中的啟

示》、《你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我選我自己•動物的選舉》、《再見小樹

林》、 《一個不能沒有禮物的日子》、

《現在工作中》、《騎車到岸邊》、《河

馬波波屁股大》、《大腳丫跳芭蕾》《狗

狗機密檔案！》 

 

 

為了幫助和方便家長實行「親子閱讀」,家

教會的圖書在以下時間開放給家長借閱◦ 

開放時間:   逄星期四, 上午 8 – 8:30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s_auntiechoi/page_52858050e343995a55230000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s_auntiechoi/page_52858050e343995a55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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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教會這些年間,定期會進行

“校服回收及售賣活動”----- 

一項有義意的活動,既可以培養

同學們善用資源,又可以建立減

少浪費的傳統美德◦ 

 

 

 

校服回收及售賣 

 

 

家長義工茶聚花絮 

家教會委員不時為學生膳食進行試食, 以作跟進◦ 

膳食監察 

 

 
每年家教會委員除了定期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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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等等之外, 還會協助舉辦不

同的活動◦ 不同的活動當中, 義

工的協助是不可缺少的, 所以為

了答謝一班義工家長的付出, 每

年家教會都必定舉行一次 「家

長義工茶聚」 , 讓他們能夠彼

此認識, 並且分享各人當義工所

付出後的滿足感! 



 

 

 

 

  

 

 

 

 

 

 

 

 

 

 

 

中西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後稱"聯會")已於今年 9-10 月份拜訪了區內不同的學校, 希望能推動家校合作◦

聯會已經與教育局中西及南區總學校發展主任唐麗芳女士會面, 亦分別拜訪了般咸道官立小學新上任校

長李麗梅校長、英皇書院之鄧啟澤校長、聖類斯中學余立勳校長、聖類斯(小學部)吳錦聰校長、聖士

提反堂中學陳婉玲校長、我校鄭思思校長、聖公會聖馬太小學莫培超校長、聖嘉勒小學許李敏茵校

長、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陳淑英校長、中西區校長聯會主席詹漢銘校長等等。 

 

 

 

 

 

 
   聖嘉勒小學許李敏茵校長(左四) 

 

 
  般咸道官立李麗梅校長(前中) 

 
英皇書院之鄧啟澤校長(中) 

 

 
 

聖類斯中學余立勳校長(左四)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陳淑英校長(右二) 

 

中西區校長聯會主席

詹漢銘校長 

 
聖類斯(小學部)吳錦聰校長(前排左三) 

 
 

教育局唐麗芳女士(左四) 

 

(左圖)  

聖公會基恩小學鄭思思

校長(左三) 

 
(右圖)  

聖公會聖馬太小學莫培

超校長(左三) 

中西區校長聯會主席 

詹漢銘校長 (左二) 

聖士提反堂中學陳婉玲校長(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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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