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的話 
 

  大家好！今年已是循道學校家長教師會成立第十八個年頭了，亦是

我有幸服務大家的第四年，很榮幸今屆能連任家長教師會主席。 
 

  回顧過去數年，一群不辭勞苦的家教會委員、老師們及家長義工同

心協力推動家教會各項活動，作出不同的貢獻，諦造出一次又一次的成

功，大家的努力實在是功不可沒的。 
 

  今屆我們嘗試出版家教會會刊，希望令會員們更加了解家教會及知道各活動的資訊。

展望未來，家教會將繼續嘗試舉辦不同形式的活動給各會員，並與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九龍

堂及循道中學家長教師會合作，合辦不同的親子活動。藉此促進家長與子女之間溝通和建

立良好的親子關係，發揮家校及堂校的合作精神。 
 

  最後，希望大家能向家教會表達你的寶貴意見，使我們的工作可以不斷完善，更能迎

合家長的需要，彼此建立互信的關係。 
 

                             第十八屆家教會主席 

                                  尹志強先生 

校長的話 
 

 循道學校能不斷穩健發展，除了天父的帶領外，實在有賴各持份

者的支持與鼓勵。當中，與我們關係最密切的，莫過於家長和同學了。

十分感謝家長們對學校的信任，與我們一起攜手合力培育同學，讓他

們健康愉快地成長。看到同學與家長一起參與學校活動時，喜悅之色

洋溢臉上，更鼓勵學校注重親子關係及親子活動，盼望本學年透過家

校及堂校的合作，提供更多適切的活動給家長及同學參與。 
 

  多謝「家長教師會」各委員多年來的努力和付出，擔任家校之橋樑，促進家校合作。

十分欣賞委員們群策群力，團結一致的合作精神，他們的熱誠、投入及愛護學校的心是有

目共睹的。他們對策劃家校活動及協助推動學校活動方面不遺餘力，尤在去年度協助學校

舉辦 65 周年校慶活動中可見一斑。本年度有新委員加入，相信新力軍加上資深能幹的委

員，家校合作的工作必再綻放異彩，再創高峯。衷心多謝他們對學校的支持及貢獻。 
 

  本年度首次出版家校通訊，盼望透過這份通訊，分享最新的家校消息及活動概況，加

強家校溝通，拉近彼此的距離，並嚐嚐「情繫家校，暖在我心」的窩心滋味。 
 

                                  林惠嫦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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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道學校家長教師會成立於 2000 年 11 月 18 日，目的是加強家長與學校之間的聯繫和

合作、共同關注學生的靈、德、智、體、群、美的均衡發展，支援及促進學校發展，以

幫助學生健康成長。 
 

家長教師會每年舉行約四次會議，商討該年度主要活動，以及在各項服務提供意見(如校

車、午膳和校服供應商等)。此外，家教會持續推動家校及堂校合作，協助籌備各項活動，

如周年會員大會、聚餐、親子旅行及小一迎新活動等。部份執委更擔任家長義工，協助

學生進行全方位學習。家教會一直配合學校發展的需要，全力支持學校各項政策，委實

是學校的好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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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my third year as the NET teacher at Methodist School. I can’t quite believe 
how fast the time has gone and how many wonderful memories I have already made. It is difficult to 
choose a highlight from the past two years, but one of them is being chosen by the students for the 
Committee on Respect Our Teachers Campaign award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term in 2017. 
 

I had not heard of the award before, and so at first I did not know what I had won. When I found out, 
I was really touched and felt very proud. I try hard to give as much energy as I can to all of my 
students to make their school experience meaningful and memorable. For them to show their 
appreciation to me was a great reward.  

  今次成為家教會會訊創刊號其中一位介紹自己的老師，實在十分榮幸。循道學校是我第

一所入職的學校，屈指一數，今年已經踏入第 N 個年頭了，不得不慨嘆一句，歲月催人老！

在這 N 個年頭裏，教過的學生當中，有些已成為本校的家長。在家長日或其他場合與他們碰

面，總會想起他們兒時的模樣及學習的趣事，沒想到現在又有機會教導他們的子女。當初成

為老師的我沒想到會有這樣的一天，又要慨嘆一句，歲月催人更老了！ 
 

  現在作為數學老師，已差點忘了自己曾教過(N-Y)年的

中文。在學校 65 周年的開放日，我曾遇到已成為家長的

舊生。在她的記憶中，原來我是她三年級的中文老師。她

有幸在這寥寥可數的(N-Y)年中，在我的教導下學習中文；

我亦有幸在這(N-Y)年後，完全投身於數學教學中，不用再

教中文，以免自暴其短。 
 

  有機會教育下一代是一件美事，期望在未來的X年裏， 

與家長共同攜手在學校教育及家庭教育兩方面好好培育下一代。 

The award ceremony itself was very impressive. Teachers from 
all over Hong Kong were present. There were hundreds of 
teachers from schools ranging from Kindergartens to Secondary 
Schools. Although I was alone at the ceremony, I still felt very 
proud to go up on the stage and receive my award certificate. 
Being surrounded by so many other delighted teachers was a 
fantastic experience.  
 

Whenever family and friends ask about my life here in Hong 
Kong, I always tell them how lucky I feel to be a teacher at 
Methodist School. To be a part of such a warm and welcoming 
group of teachers and to teach such friendly and enthusiastic 
students make me feel extremely fortunate. I hope to stay as a 
member of this terrific famil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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