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道學校家長教師會通訊
Methodist School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Newsletter

學校本年度的主題「全程投入，
互助互愛」不單可鼓勵同學運用
正向思維，努力學習，積極參與
課堂內、外的活動，盡展潛能，
並提醒同學要相親相愛，享受校
園生活，而且用來形容歷屆家長
教師會各委員的表現也最貼切不
過。他們發揮了互相合作的精
神，全心全意支持學校的發展，

努力不懈地促進「家校合作」，實在值得讚賞！

本屆家長教師會剛好是第二十屆，各執委在尹志強主席英明的帶
領下，於學期初已為立會二十周年籌備了多項會慶活動，可惜上
學期因社會狀況及下學期因疫情停課的緣故而無奈地被迫取消。
不過，他們仍竭力為同學準備了別具特色的會慶紀念品—餐具
套裝和耳機套裝。同學們在使用時，記得要存感恩的心，多謝執
委們的美意及他們在疫情中所付出的努力和貢獻。

家教會一直是學校與家長的溝通橋樑。多年來，大家都互相信
任，為學校的發展一同努力，為「家校合作」一同絞盡腦汁，安
排不同類型的家校活動，如「家長學堂」、「家長天地」、「親
子活動」及「專題講座」等等，目的是為家長和學生提供珍貴的
時刻一起相聚和分享，以及進行一些有意義的活動。不知大家在
各項活動中留下多少的足跡與美好的回憶？我則勾起無數温馨的
場面，如與大家一起跟謝寧女士學習做月餅、跟前執委梁穎瑤女

士及其媽媽弄甜品美食、與校董、家長及師生吃盆菜共慶新春、
與同學一家大小興高采烈地去旅行等等，大家談談話、說說笑、
拍拍照，好不快樂！

此外，家教會執委除協助學校關注校車、午膳及校服服務外，近
年更為每屆畢業生的謝師宴充當聯絡人。他們積極協助籌備謝師
宴，令師生及家長可共度溫馨難忘的時刻，更為畢業生預備畢業
袍及可愛的畢業公仔，以便拍攝獨一無二告別小學階段的「畢業
照」，真是用心良苦！

學校十分重視「堂校合作」，家教會亦義不容辭地一起支持，尤
其在「小一家長迎新會」、「星期六家長天地」及「兒童親子教
育課程」等的籌備工作上都盡力而為，為家長悉心安排活動。相
信「家校堂校一家親」的美好關係會透過未來多元化的家校、堂
校合作活動，更加牢固。

學校與家教會已成為合作無間的好伙伴，大家都以學校為
「家」，因為愛「家」心切，無怪乎執委們都竭盡所能做到最
好，他們的努力值得嘉許！ 

家教會執委及家長義工在學校65周年校慶時所付出的偉大貢獻我一
直銘記於心。學校正邁向七十周年校慶，相信未來兩年的家教會執
委又要肩負重任，協助學校籌備大型的慶祝活動了。盼望大家積極
參與新一屆的「家長校董」及「家教會執行委員會」選舉，為循小
這個一直蒙上帝賜福的「家」獻上你的一分力，支持學校、造福家
長和學生。你願意成為我們家教會執委的一份子嗎？

2019-2020年度是循道學校家長教師會創會二十周年，一個值
得紀念的日子。回想二十年前，循道學校還在加士居道舊校舍
時，吳思源先生成立循道學校家長教師會並出任第一屆主席，
目的為加強學校及家長之間聯繫。

轉瞬間，家長教師會已經歷了二十屆的交替，我有幸成為其中
一份子並擔任當中三屆主席一職，感恩蒙學校老師及家長們不
斷的支持。自本會成立至今，各屆委員無私為本會服務，都是
為着同一理念，就是希望為學校、學生及家長建立一個強大支
援系統，加強和深化雙方之間聯繫及互信，支持學校持續優良
的發展及為學生提供了健康愉快的校園生活。家長教師會過去
二十年間，曾舉辦很多不同的親子活動，例如家長天地、家長
學堂，藉着活動令家長們可互相分享、互相學習。此外，過往
亦安排不少家長講座，教導如何提升親子關係及子女溝通之
道。近年本會活動參加人數持續上升，證明家長們對本會非常
支持及有信心。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三年前，循道學校六十五
周年校慶，本會短時間內成功招募約一百五十位家長義工協助
當天各攤位遊戲，所謂一呼百應，當天活動非常成功，實歸功

於各位家長義工的參與。家長的熱
情參與正正是推動本會進步之最大
原動力。雖然本學年先後遇上社會
狀況及疫症問題，本會很多活動計
劃都無法正常開展，但部分可行計
劃仍然在進行當中。

小兒子今年即將小六畢業，我亦帶
着不捨之情離開服務多年的家長教
師會，數年來與一群老師及家長委
員一同為本會工作，建立起一份無
形默契及友誼。多謝林惠嫦校長一
直對本會工作的絕對信任及支持，
幾屆副校長給予很多寶貴意見，及家教會之父麥炳真老師多年
在本會無私付出及盡心協助，我深表感激。古語有云：創業難
守業更難。我冀望循道學校家長教師會能秉承優良傳統，毋忘
初心，繼續不斷進步成長，成為學校及家長之間的一道重要的
溝通橋樑。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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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盡所能做到最好 林惠嫦校長

主席的話
尹志強先生

二十週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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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家教會主席贈言
吳思源先生

「家長教師會」（以下簡稱家教會）在今日已十分普遍，差不多所有中、小學都設有，但在廿年前，它尚
算是香港學界的新生事物，而循道學校也是在2000年才設立家教會。

記得那年，我兩個兒子都是循道學校的學生，黃碧燕校長問我有沒有興趣協助學校籌辦首屆家教會，因我
自己也是循道的校友（上世紀六十年代），對母校有一份感情，盛情難卻，我也就一口答應了黃校長。

首屆的幾位委員我仍依稀記得，好像有陳華恩、馬錦華、黃藹思等，唯對代表學校出席的梁溢煌副校長，我印象最是難忘，他
是一位謙謙君子，笑容可掬，說話不多，做事親力親為。得知他在退休後與家人移居美國，可惜未幾就因病溘然辭世。

我在任内曾辦過不少家長講座，記得也請過陶傑、岺逸飛、胡燕青等名家來演講。對我來說，家教會的最主要功能是促進家長
的自我教育，學習如何做一個稱職的父母，讓孩子健康成長。

循道學校的家教會已成立二十年，當年的學生亦早已成為大人，甚至已成家立室，而他們的父母亦差不多做了「長者」。若問
當年他們出席家教會的活動有甚麼好處，我看不是為子女爭取了多少權益，而是他們好好享受過親子活動的樂趣，在兒女仍是
孩童階段，沒有錯過參與他們的成長，這已經是最好的了。

二十周年家教會會慶有感
陳志成副校長

循道之寶家教會，衷誠合作二十載，
廿年前事無人問，廿年過後樂津道，
橋樑搭建成佳話，彼此溝通無障礙，
活動多元又精彩，參與人數漸增長！
主席領導自有方，委員無私人馬強，
家教之父麥炳真，任勞任怨應表揚，
有賴各方持份者，鼎力支持心相連，
寄望日後薪火傳，情繫家校永難忘！

關副校長隨筆 
關敏瑩副校長

「謝謝你的努力。」這樣簡單的一句話，對
我們的孩子有多大的鼓勵呢？

今年，循道學校繼續推行正向教育，我們
引入Gary Chapman 的  "The Five Love 
Languages" 讓孩子學習說「愛的語言」。

能夠表達「愛」，往往是人際關係中最需要學習的一項。

Gary Chapman是一位資深的婚姻輔導員，他發現人際之間存在
有五種「愛的語言」。當我們學懂表達和接收「愛的語言」時人
與人之間的溝通才會更有效。這五種「愛的語言」包括：肯定的
言語(words of affirmation)、精心的時刻(quality time)、接受禮
物(receiving gifts)、服務的行動(acts of service)、身體的接觸
(physical touch)。

雖然每個人習慣說的和需要的「愛的語言」也有不同，但「肯定
的言語」相信是大部分孩子所渴望得到的。這種「愛的語言」
就是指一些肯定的話、欣賞的話、鼓勵的話、感激的話、讚美的
話、恭維的話⋯⋯

馬克吐温曾經說過：「只要一句讚美的話，我可以活上兩個
月。」

大家有沒有試過當收到孩子帶回家的評估卷或默書簿時，因看到
分數而心裏一沉的感覺？跟着翻開題目，當看到有很多因粗心大
意而失分的答案時，會否開始燃起怒火？然後，又發現有很多明
明已經温習過卻又答錯的題目時⋯⋯

「謝謝你的努力。」

這句話也許改變不了他的學業成績，但卻能給予孩子愛和支持。
無論如何，該次評估或默書已經完結了，結果也不可能改變，與
其着眼於孩子錯失的分數，不如嘗試讚賞他努力的付出，讓他知
道爸爸媽媽對他的愛是無條件的。孩子的人生路還很漫長，我們
對他們的愛和鼓勵才是他們在成長路上最需要的東西。

讓我們一起努力，讓孩子在一個充滿欣賞和愛的環境下長大。

Gary Chapman (1992). The Five Love Languages: How to Express 
Heartfelt Commitment to Your Mate. Northfield Publishing.

家教會老師委員感言
麥炳真老師

回想當年王國江校長委任本人負責家長
教師會事務，要求為循道學校提供一
個多姿多彩的家長平台。既有多元化活
動，也要實事求是地加強家長與教師之
間的聯繫，達致支援及促進學校發展和
幫助學生健康成長之目的。

在戰戰兢兢的心情下接過棒子，起初都是摸著石頭過
河，到處碰壁。後來，林惠嫦校長到任，她非常支持
家校之間的緊密合作，給予了寶貴的意見，才慢慢摸
索到竅門，大膽嘗試舉辦創新的活動。

隨著家長資源中心的落成，活動更加多樣化，如「家
長學堂」、「星期六家長天地」、「油尖旺區中學巡
禮」、「親子聚餐」、「周年旅行」和「專題講座」
等活動均受到家長歡迎。

時光匆匆，十年過去。幸得循小教師和家長盡力用
心，事事力抵於成，追求佳績不遺餘力，家長教師會
總算踏上軌道。至於我在工作上不但得到認同，更重
要的是能夠認識一班活力充沛、充滿熱誠的家長，彼
此通力合作，在融洽的氣氛下完成每一個計劃。

今年是循道學校家長教師會成立二十週年的大喜日
子。各委員萬眾一心，定能繼往開來，使家教會的會
務更上層樓，裨益更多家長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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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委員一直支持學校的政策，擔當學校與家長的橋樑，對促進「家校合作」貢獻良多。

顧問: 林惠嫦校長
職務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主 席 尹志強  

副主席
黃滿芝

關敏瑩副校長
鄭銀銹

秘  書 張凱欣 區敏怡老師
司  庫 陸藹晶 白綺嫻主任
標 書 組 胡月茵 黃淑儀老師
宣傳聯絡 麥炳真老師
會  籍 林兆汶 黃曉燕姑娘

第12屆（2011-2012） 第13屆（2012-2013）

第15屆（2014-2015）第14屆（2013-2014）

第16屆（2015-2016） 第17屆（2016-2017）

第18屆（2017-2018） 第19屆（2018-2019）

感謝 歷屆家長教師會執委投入會務事工

第二十屆 （2019-2020年度）常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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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在過去二十年舉辦了不同類型的活動，豐富了家長及學生的生
活體驗，及讓家長和老師有更多機會交流培育孩子的心得。

現在，就和大家一起回味一下過去幾年的精彩節目︰活動回顧

「有機農莊親子體驗一天遊」2019年4月

「有機農莊親子體驗一天遊」
2019年4月

「海下灣海洋保護區、大坳門風箏樂」
2010年3月

「甲龍圍大欖郊野公園」 2012年3月

「挪亞方舟之旅」 2011年2月

親子旅行 

「屏山文物徑、鄉村俱樂部、綠田園BBQ」 2016年3月

「香港世界地質公園」 2018年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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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聚餐

「送兔迎龍慶新校慈善盆菜宴」 2012年1月 「送龍迎蛇慶新春慈善盆菜宴」 2013年2月

「送蛇迎馬大食夜」 2014年1月

「2019年聚餐親子夜」 2019年2月

「悅滿循道滿月夜」 2017年10月

「金雞報喜迎元宵盆菜晚宴」 2017年2月

「2018年任飲任食放題親子夜」 2018年3月
5



主題：「生命教育初談」
講者：周惠賢博士

2012年6月

「怪獸小孩在我家」
講者：屈穎妍女士

2013年10月

「不信贏在起跑線」
講者：吳思源先生

2014年9月

 家長講座

家長天地

家長學堂

主題：「專注學習 」
講者：陳嘉璐醫生

2013年11月

刺繡篇

甜品篇

2010年度「家長學堂畢業典禮」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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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大型慶祝六十五周年校慶活動
循道學校65周年校慶暨開放日，約150位家長義工協助籌備各攤位
遊戲。當天活動包括充氣彈床、美味小食、擲彩虹遊戲攤位等，
活動得到各方好評，實歸功於各位家長義工參與。家長們積極參
與家教會活動，正是推動本會繼續進步的原因。（2017年）

今年是家教會成立二十周年，委員本已準備推出一系列的精彩活動，可惜因受社會狀
況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大家期待已久的「良辰元宵親子韓燒夜」和「親子旅行」
都相繼取消。在停課的日子，家教會各委員皆積極擔當家校橋樑，除了跟進校車和午
膳安排外，也協助籌備六年級謝師宴、為畢業生訂製畢業紀念公仔等，以及就「停課
不停學」和評估試等事宜向校方表達家長們的意見。

此外，本來於2019年10月舉行的「學童護眼專題講座」便改為錄播，並於校園電視
台播放。主講者為身兼家教會委員及家長校董的陸藹晶醫生，她以「護眼更醒目」為
主題，為大家介紹了控制近視加深的方法，並分享一些護眼小貼士如下︰

1) 良好的閱讀習慣（注意眼睛與電腦屏幕、電子產品和圖書的距離）

2) 護眼規則︰每工作20分鐘，休息20秒，再看20呎外的景物。

同時，家教會也為各位師生準備了耳機及餐具套裝，作為二十周年會慶紀念
品，希望合用。

家校堂校活動

「親子伊甸化妝舞會」（2016年）

「讓愛閃耀顯才華聖誕晚會」 （2017年）

第二十屆 家教會會務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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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錦壯先生
第三、四屆

祝福家教會，成為學校師生的祝福。

隨著循道學校邁向70周年（2021-2022

年度），家教會將於未來兩年協助校方籌備

慶祝活動及為「70周年校慶優化校園籌款

計劃」而努力，希望大家繼續鼎力支持，透

過「家校合作」，協助學校不斷發展。

家長教師會會訊  顧 問︰林惠嫦校長、陳志成副校長、關敏瑩副校長  家教會電郵信箱：kmsch.pta@gmail.com
編輯委員會    編輯組：尹志強先生、林兆汶女士、麥炳真老師、黃淑儀老師  印刷：School Printer Limited
循道學校地址：九龍衛理道12號  電話：3976 2200  傳真：3976 2299

活動預告

吳思源先生
第一、二屆

洪添盛先生第五屆

黃少偉先生

第九屆
時光荏苒，小兒已離開循道學校十年了，他是舊校舍
的最後一批畢業生。回想起昔日在家教會服侍的日
子，我們舉辦了很多親子活動，例如家教會大旅行、
聖誕聯歡聚餐、親子對聯比賽、新年團拜盆菜宴等，
每次活動都得到師生家長的鼎力支持，名額迅速爆
滿，例如每次親子旅行，因參加人數眾多，往往要出
動數輛旅遊巴，浩浩蕩蕩，可謂「氣勢十足」，由此
可見家長非常珍惜與學校溝通、交流的機會，家校合

作，為孩子共建美好的成長路；另一個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動是新年團拜盆菜
宴，當中有一環節叫「猜紅包」，學生用自己新年時獲得的紅封包以「猜拳」
的形式比賽，把猜贏的紅封包捐予內地山區的貧困孩童，讓學生體悟「施比受
更為有福」的真諦，活動既有新意，又有意義。 

小兒於循道學校畢業後，升讀香港華仁書院，後來負笈英國杜倫大學，今年大
學畢業了。他性格積極樂觀，勇於接受挑戰，循道學校之教育，應記一功。

在此，我們一家再次感謝循道學校對香港教育界的貢獻，並恭祝循道學校家教
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翁港成先生

第六、七、八及十屆

2005年帶着剛升上
小一的女兒走進循
道學校，為了更了
解她的校園生活，
我成為了家教會的

一份子。六年來一起與辦學團體、校長、老
師、職工和家長們共同努力，見證着循小由
半日制轉為全日制。今年是家教會成立20
周年，有幸與大家一同漫步循小家教會的歡
樂時光巷，回看這些年的點滴，期待在下一
個20周年再與大家相聚。 葉美嫻女士

第十一屆

在過往的日子裏，十分
榮幸能夠和一班熱心的
家長一同參與循道學校
家長教師會的工作，亦
多謝校長和各位老師在
繁忙的工作中亦幫忙及
參與家教會的活動。藉

著家教會二十周年的日子，希望大家能夠薪火
相傳，繼續努力！ 蔣珮詩女士

第十五、十六屆
盧舜城先生第十三、十四屆

鄭莉女士
第十九屆

Be joy in hope
Romans 12:12

尹志強先生

第十七、十八屆、二十屆

會譽日隆

歷屆
家教會主席

感言

葉志偉先生
第十二屆

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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