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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非常感恩！承蒙羅校監、劉校長、黃副校、賴副校、楊副

校、學校老師、家長幹事、家長助委、家長義工及同學們的眷

顧，本人很榮幸能夠擔任今年家長教師會主席，同時成為法團校

董會第四屆家長校董。

　　時光飛逝，本人由第十四屆開始參與家教會事務，至今在荔

天的服務已踏入第九年了。全賴各位的配合支持，以及互相體諒

和包容，令會務蒸蒸日上！

　　為了多與學校、家人和朋友之間溝通，我參選了家長教師

會，而這也是我至今仍然為學校作義工服務的理由之一。回顧

過往在家教會的職務，無論助委、秘書、康樂、聯絡、宣傳，

每個職位也對於推動家教會會務相當重要，履行職務的過程也

讓我獲益良多，參加每次活動及課程，都得到不同資訊和體

驗。以往內斂及自信不足的我，沒想在家教會工作中學懂許多

知識，了解學校的工作，還增加與師生及家長們之間溝通的機

會。而出任今屆家長校董，獲得更多機會為家長和學生反映意

見，實在十分感恩。

　　在此，我也特別鳴謝副主席楊際澎老師，本人在楊老師的鼓

勵下參選校董，此外楊老師以無私的精神及豐富的領導經驗協助

本人處理家教會事務。我也要感謝對本人投以信任的每位家長老

師，衷心多謝您們！我和家教會的每位老師及家長和義工，將繼

續帶領家教會發揮正能量，為學校貢獻更多。

　　近年因社運及疫情的影響，有很多事情我們作為家長是不能

預料和控制。即使如此，希望各位家長與我一樣，以信任、配合

學校為原則，做好家長本份，關懷我們的子女，做一個正向的家

長陪着他們前行。

　　希望全球性疫情盡快過去！本人在此祝願各位身體健康！一

同努力抗疫﹗

主席  王玉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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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

因著智慧，家庭得以興建；
因著明智，家庭得以穩定。

(箴24:3)



校長的話
各位家長：

　　每年都很珍惜在家教會會訊中與各位對話的機會，像是

封家書，與大家互訴近況。防疫措施或許造成阻隔，但關懷

之心讓我們始終緊靠一起、不致疏離。

　　「家長教師會」是天主恩賜荔天的一份大禮物。過往

二十二年各位家長對學校的支持和貢獻，未有因年月減退半

分。衷心感謝王玉琼主席及各位家教會幹事、委員、助委、

義工，疫情期間也沒有放下家教會的工作，無論何時，只有

學校有需要、有活動，各位成員都積極支持和參與。法團校

董會的會議、正向教育攤位的義工服務、中一註冊日的家教

會攤位，我總是見到一個個熟悉的身影，不辭勞苦的參與各

項工作，你們的笑臉、你們的殷勤、你們的熱情，使「荔

天」這個大家庭更加快樂圓滿。

　　現時社會環境仍然充滿挑戰。成年人尚且被疫情影響情

緒，更遑論我們的孩子。學生們的焦慮不安，已引起整個學

界的關注，不停集思廣益、思考如何減低疫情對學生身心的衝擊。荔天則一向秉守天主教教育的五

大核心價值，透過宗教教育及各項活動，促進學生的靈性發展；加上近年我們積極推動正向教育，

向學生灌輸正向思考價值觀，培養良好的心理狀態和完善人格應付種種困難，再配合各位家長的悉

心栽培，我相信荔天的孩子，都能夠互相砥礪磨練，茁壯成長。

　　讓我們繼續一同為荔天的學生努力，主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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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屆家長教師會幹事成員名單
職位 家長姓名 學生班別

主席 王玉琼女士 5B

副主席 楊際澎老師

吳　瑩女士 4C

司庫 呂燕婷老師

稽核 黃美英女士 4D

秘書 楊國智副校長

陳佩儀女士

黃海琪女士

5C

4C

聯絡組 賴子軒副校長

林麗惠女士

譚淑霞女士

4A/3B

5C

康樂組 顧嘉儀老師

伍國華先生

陸友傑先生

3A

6C

福利組 余均慧老師

郭淑嫻女士

黃海燕女士

4C

4B

宣傳組 蘇智霖老師

李剛平先生

葉育基先生

3A

2C

幹事委員發展組 黃國宗副校長

當然顧問：校監羅啟勝先生　　當然顧問：劉廣業校長

職位 家長姓名 學生班別

助理委員 何瑞恩女士
陳曼雲女士
林明玉女士
李潤煥女士
鄧毅敏女士
梁麗勤女士
吳惠芳女士
陳恩美女士
鄧秉賢先生
侯雅玲女士
徐永梅女士
劉慧君女士
陶藝霞女士
鄧燕玲女士
韓愛珠女士
伍佩珊女士
官淑佩女士
呂潔玲女士
廖秀娟女士
陳德興先生
林美儀女士
丁艷玲女士
陳沛榮先生
符麗婷女士
阮鳳慈女士
杜靄雯女士
黃佩娜女士

6A
6C
3A
3A
3B
3B
3C
2A
2B
2C
2C
2D
2D
2D
1A
1A
1A
1A
1A
1B
1B
1C
1C
1C
1C
1D
1D

名譽會員 張麗珠女士　陳惠蘭女士　朱坤成先生 
馮妙玲女士　周敏麗女士　譚江嬌女士
何少雄先生　賴遠媚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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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教育活動
　　學校於7月6、7日兩天舉行「快樂體驗：正向教育攤

位遊戲」活動，透過攤位遊戲向學生灌輸正面生活的價值

觀。本會成員獲邀於活動中擔任義工，同時加強對「正向

思維」的認識。

何瑞恩 
　　回顧與荔天一起走過的日子，如電影片段展示在我腦海中，例如在
開放日玩攤位遊戲、食著爆谷的學生開心滿足的面容、也有學校樂團悠
揚的樂聲，有勤奮教學的老師、也有平易近人、熱衷校務、創立家長學
堂的校長，當然不少得每位滿腔熱誠投入家教會活動的家長! 很感恩我
能參與荔天家教會事務，見証校方一直以來持開放真誠的態度，聽取家
長及學生意見作適切的改善。 
　　轉眼間兒子已中六畢業了，我也即將榮休，藉此多謝校方對學生關
懷備至，期盼荔天家教會繼續發揮家校合作的功能，輔助荔天更加發光
發亮！

陸友傑 
　　時光飛逝，六年間我參加了家教會，使我更
加了解學校的運作，又讓小朋友對學校更有歸屬
感，同時加強家長之間的溝通。
　　這兩年因社會事件、疫情影響，使很多活動
和會議都停止了，學生更要線上上課相當不易。
但願—切盡快回覆正常，也祝願家教會會務日
隆。

中六家長感言

家長和老師緊密合作，讓學生在
充滿愛的環境中成長，對建立學
生的正向思維有莫大幫助。

家長心聲  徐永梅
　　很高興能參加學校這次正向教育活動，由於疫情原因，這是加入荔天家教會後，參與
的首個義工活動。
　　這看似是我們參與義工活動，服務他人，但實際上通過這次活動，我學到了很多，
不但能在參與的過程中，看到女兒在校的另一面，加深對女兒的認識，也看到了老師們
不遺餘力的來回穿梭於各個攤位，讓同學投入到每一個遊戲，從中學習正面的信息並學
會感恩。
　　活動中最讓我感動的是看到了同學們用心寫下的一張張感恩卡，當中有感恩父母的養
育之恩、老師的諄諄教導、同學之間的陪伴，還有的是他們在最需要的時候陌生人給予的
幫助等等，或許他們不擅於表達，但從他們的感恩卡中可以看到孩子們在成長中已學會如
何感恩。

家長心聲  葉育基
　　學校首次舉行「正向教育攤位活
動」希望透過遊戲，讓學生認識自己的
品格強項，另因在疫情期間同學們都缺
少互動，現在藉着這次機會令同學之間
加強交流。我們的家長義工們都十分出
色，團隊精神十分強，大家都分工合作
配合得好好。

家長心聲  鄧秉賢
　　感謝荔天與聖雅各福群會
為同學們聯合舉辦了正向教育
攤位活動，見到同學們都很享
受從遊戲中學習、積極參與，
老師和家長義工們合作無間，
發揮家校合作精神。學生們在
參與遊戲時都彬彬有禮，與其
他同學老師們之間都相處融
洽，樂也融融，作為家長都深
感欣喜！

家長義工耐心指導學生參與遊戲。

全賴家長支援，是次活動相當成功。

副主席吳瑩女士協助學生掛上心意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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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義工主持攤位遊戲，與學生一同參與
是次活動。

正向教育產品
　　家教會特別製作

「正向教育文件夾」

及「正向教育記事

簿」派發予家長及學

生，配合學校宣揚正

向價值觀的訊息。



如何與子女「有得傾」家長講座

家長培訓

本會主席王玉琼女士向小同群益會
職員頒發感謝狀。

　　本會於2021年7月3日與小童群益會合作舉辦「如何與子女有得傾」家長講座，透過解說與小組活動，向家長介紹

與子女溝通的小技巧。當日超過50位家長出席活動，非常熱鬧。 

家長心聲  黃美英
　　這次家長講座有「有得傾」，是我參加荔天講座最好的一
次，講座的互動令參與者留下深刻印象，作為家長的我也認識到
時下年青人使用的社交平台和用語、喜歡和不喜歡家長說什麼，
還有年青人最流行的玩意。我也深深認同活動傳遞的訊息：要知
道子女的喜惡才可以「有得傾」，加強親子關係。

家長心聲  劉慧君
　　一直以來，我也認為「家教會」只是家長和學校

用作溝通的橋樑，我可以從中認識到不同級別的家

長，互相交流，好讓我們的子女過著快樂的校園生

活。我這想法未免太單純了!直至楊老師於去年九月

發出有關「家教會幹事培訓課程」的通告，看到課程

內容的標題，才知道家教會原來並不是這麼簡單。好

奇心的驅使下，我報讀了所有課堂，雖然我錯過了第一

節實體課，慶幸還可從網上下載課程內容，也沒有損失啊。

　　出席了第二節的實體課，談及籌辦家教會活動的注意事項。不是上了這

課，我也不知道籌辦家教會活動也有很多顧慮，要懂得風險管理。完成這一

課已令我大開眼界，其後的課堂因疫情而延期，最後以網課進行；第三節課

程談及財務事宜，概括說了資助從何來、如何運用撥款，也講述了購物的注

意事項。即使簡單購置一些文具也不可輕視，看似細微的舉動也有機會觸犯

《防止賄賂條例》。

　　第四節課程，講解「家教會的團體建立」是我最感興趣的一節。家校如

何可達至雙贏的局面?家長、學生和教師相處和諧，自然不用投訴。當然，

現實總會有不愉快的事情發生，少不免有投訴出現。 學校如何處理投訴也有

既定的機制，好讓家長可放心能得到公平的結果。 家教會是一個團體，有教

師，有來自不同行業的家長，大家可各展所長，分配適合的崗位工作，令團

隊運作更順暢；第五節就是我最感頭痛的一課，什麼是法團校董會?我真的

「零」知識呢！上了這課後，我像是幼稚園畢業了!簡單知道家長校董是如何

選出，家長校董有何職責等。

　　感謝老師讓我報讀培訓課程，完成一連串的課程後，增長了不少知識，

也許未能吸收所有內容，或多或少也加深了我對家教會幹事職責的了解及明

白到「家教會」存在的重要性。認識多了，使我更有動力參與家教會活動。

相信家長們加入家教會的目的也是希望能與學校好好聯繫，家校合作，讓子

女得到更舒適的學習環境，過著愉快的校園生活吧！

副主席心聲  吳瑩
　　剛剛過去的7月3日，家教會邀請了小童群益會為家長舉辦
「快樂孩子約章講座」。一個半小時的講座生動有趣，互動性
高，家長不但能了解當下至「In」的語言和遊戲，也學會怎樣避
免用批評的心態和權威的態度語言和孩子溝通，從而建立良好的
親子關係，很高興有此機會能增廣見聞。

　　本會幾位成員於2020年11月至2021年4
月期間參與了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舉
辦的「家長教師幹事培訓課程」，了解家教
會的運作，大家獲益良多。

黃國宗副校長及副主席吳瑩也
全情投入，與家長一起參與小
遊戲。

出席培訓後家長們獲頒發證書。

家長心聲  官淑佩
　　我第一次參與家教會活動，也是第一次參加訓練課

程。

　　課程中的實際事例，加深我對家教會不同職能的認

識，令我更有自信地與老師和家長們溝通合作。

家長心聲  李剛平
　　2021年4月份，我透過荔景天主教中學家教會報名參

加了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舉辦的「家長教師幹事培

訓課程（網上講座）」。網上講座共分三節，包括「家教

會財務事宜」、「家教會團隊建立」和「家教會與家長校

董」。在講座中，我了解到如何正確處理採購家教會的物

資的流程和防貪事宜；如何有效建立良好的家教會團隊和

協調家教會幹事工作的技巧；也了解到家教會和家長校董

參與學校工作的角色。

　　今次我有機會參與網上講座，獲益良多。我除了從講

者的介紹獲得相關資訊外，也從他們分享的經驗取得有用

的技巧，使我更容易掌握和明白課題。我期待再有機會參

與相關課程，充實自己，並能協助荔天家教會工作。

家長心聲  林美儀
　　初次接觸學校的管理，原來跟公司管理分別很大，希

望有機會多多向各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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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活動十分着重交流，家長也

有機會分享自己的心得。



1. 本會在每年畢業禮及結業禮也
贊助「最佳成績獎」及「最佳
進步獎」兩個獎項，以鼓勵同
學努力向上，合共$5000。

2.  為鼓勵同學熱心參與義工服務，本年度家教會贊助
校內同學參加義工服務所需支出，合共$5000。

3.  本會家長積極投入義工服務，因
此獲社會福利署頒發「2020年義
務工作嘉許狀(小組)銀狀」，以
表揚本會在疫情限制下仍然服務
社會超過六百小時，謹此誌賀。

4.  學校早前撥款重新裝修家教會會
室，讓家長到校時有更舒適的環
境聚會或辦理會務。本會衷心感謝劉校長對家教會
的支持及副主席楊際澎老師的籌措安排。

會務快訊

恭賀4A何詠琳同學成為天主的女兒

4A何詠琳同學成為天主的女兒。

6.  疫情期間，本會的會務也受到一定影響，今年本
會部份會議採用了Zoom的網上會議系統進行，感
謝各位幹事成員參與會議，也辛苦了主席與副主
席回校主持會議。

5.  本會成員於中一新生註冊日設置攤位，向中一家長
介紹本會概況。

7. 由教育局、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星島日
報及香港教育城主辦的「第二十七屆家長也敬師
運動」中，本校得
最多家長致送敬師
卡的老師名單如下
(排名不分先後)：
吳芷恩老師、林國
鑫老師、林敏珊老
師、楊際澎老師、
劉殷霖老師、蘇文
絲老師

　　在此，我們特別恭賀4A何詠琳，另外，本學年亦有以
下多位同學領受堅振聖事，讓我們一起分享他們的喜悅。
1A 羅璟峰　2A 張弘欣、吳鎧軒　2C 梁顥暽　2D 王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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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會將於2021年11月上旬舉行第22屆家教會周年
大會暨第23屆執行委員會選舉，歡迎各位家長熱
烈參與，發揮家校合作精神。

　　自2020年初開始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教育局亦因
應疫情而一度暫停全港學校面授課堂。香港天主教教區亦
多次宣佈暫停公開彌撒，以配合防疫指引。然而，即使困
難重重，也無阻何同學加入天主教大家庭的決心。
　　自小就讀於天主教學校的何詠琳同學，原來天主把
「愛的種子」早已埋藏於她內心，並靜候發芽生長。何同
學得到小學的校牧及中學師長積極鼓勵下，加入荃灣葛達
二聖堂參與為期三年的青年慕道團。她每星期從不間斷地
參與信仰的培育學習，經過了福音前導期、慕道期、淨化
光照期等不同階段的培育，終於在2021年4月3日的至聖
之夜領受了入門聖事，加入教會大家庭，成為了天主的子
女。
　　何詠琳同學表示，在領洗的一刻，她抬頭時恰好看到
聖堂中央的十字架，這刻正好象徵主耶穌光照著她，點亮
了她的生命。同時她穿上了白衣，代表純潔無瑕，手持蠟
燭，那火光亦表明的了耶穌是真光，這一切都令她十分感
動，並堅決於領洗後要好好跟隨主基督，同時希望把基督
的愛廣傳給身邊每一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