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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衷心感謝各位家長在九月份舉行的「家長教師會家長委

員選舉」中踴躍投票，使我和其他八位家長能夠有機會在未來兩年

的任期內為各位家長、老師和同學服務。我更加感謝各位委員在

百忙中，抽出寶貴的時間，為會務而努力。

　　我很高興能夠在11月30日的「家教會周年大會」中，與各位

家長聚首一堂。除了能回顧過去一年會務的發展，亦有機會一睹

廣播界資深節目主持―麥潤壽先生分享親子相處之道。會後家

長、老師亦能共晉茶點，閒話家常，氣氛熱鬧。

　　當然，本會另一重頭戲就是在12月13日舉行的「黃昏親子燒烤」活動，透過圍爐而坐，一起分享的方式，家長、老

師及學生都可以輕輕鬆鬆地交流。席間更可以認識其他新加入本會大家庭的家長。當晚燒烤的美食固然令人食指大動、

滋潤的糖水也令人讚不絕口、燒雞翼比賽及抽獎固然令人興奮，但最高興的是看到各位家長能與子女共享天倫之樂、老

師亦能暫時放下繁重的課擔，與家長及學生打成一片，樂也融融。

　　其實3月15日是本校家教會親子旅行日的大日子，屆時盼望各位家長能撥冗抽空，踴躍報名參加，令到「家校一家

親」的理想能夠落實起來。

各位家長：

　　在新的一年，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

　　先問大家兩個問題―你有多久沒有與學校或老師接

觸？你的子女在學校的生活如何？

　　以上的問題，當然沒有標準答案，目的只是引起大家

的思考―家長們，你與學校的關係如何？

　　數年前閱讀一篇文章，談及家長在學校的四個角色，

文章的出處已忘記了，但因內容相當實用，謹與大家分享。

第一個角色：家長是消費者

　　家長送子女到學校，當然要瞭解子女在校園的生

活―他的功課跟得上嗎？他的品行如何？他喜歡參加甚

麼課外活動？他與老師、同學的關係如何？以上的情況，

家長如果都能掌握，那就是說，你很清楚學校向你的子女

提供的「服務」，家長的角色就類似商業社會的消費者。

第二個角色：家長是參與者

　　家長不單關心子女的學校生活，更願意接觸學校，認

識老師；當學校舉辦活動時，會盡量抽空出席，支持學

校。這些家長因為常與學校接觸，與老師較多溝道，且樂

意與學校攜手教育子女，子女的進步較大。

第三個角色：家長是諮詢者及評估者

　　當家長深入瞭解學校，便能以「持份者」的身份與學

校溝通，提出改善的建議。學校當然重視家長的意見，

所以當有新政策推出時，會諮詢家長，在政策推行期間，

亦會請家長幫忙評估成效。這些家長出於對子女教育的關

心，希望學校辦得更好，願意花時間深入認識學校，提出

積極的、有助益的意見，他們是學校寶貴的資源，有助促

進學校發展。

第四個角色：家長是學校的工作夥伴

　　這些是最熱心的家長了！他們不但提意見，更身體力

行，擔任學校的義工，在實際工作上參與學校的運作。這

些家長多在大型活動中出力，或協助組織活動，或擔任工

作人員……，他們與學校「並肩作戰」，是學校的工作夥

伴，與學校一同分享因工作而得的喜悅。

　　家校合作，不單能有效的教育我們的孩子，更有助學校

的發展。各位家長，以上的四個角色，你希望擔當哪幾個？

校長面書：家長在學校的角色

家教會主席　何雯麗女士

梁國基校長

主席
聊天室

校長與家教會主席合照

何女士與家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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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女兒加入燕京書院這個大家庭後，一轉眼已是第

三年了，我也有幸能夠第三年參與家教會的工作。其實我

覺得參與家教會的工作有助我進一步了解學校的運作。我

也想藉著參與一些家教會的義務工作，為家長、老師和學

生服務，令到三者的互動增加，達至家校合作，教好子女

的理想境界。

　　今年我在家教會負責籌辦活動，當然我也是家教會的

忠實擁躉，積極參加家教會的活動，例如在11月21日舉

行的「陸運會歡樂跑」派雪梨，為師生們打氣、在11月

30日舉行的「家教會周年大會」協助預備禮物及招待家

長、在12月13日舉行的「黃昏親子燒烤」活動中協助安

排助慶節目及在12月20日與其他家教會的家長委員，在

聖誕聯歡會陪同聖誕老人到各班派禮物……等。但我覺得

若要吸引更多家長參加家教會活動，所舉辦的活動一定要

「與時並進」，例如男士多喜歡一些與機械有關的活動，

譬如汽車；為吸引他們，家教會可考慮在家長小聚中安排

有關的講座或工作坊；又例如現今很多家長都會透過電子

科技與子女溝通，家教會可考慮籌辦與此相關的活動，以

吸引更多家長參加。

家教會活動委員　黃志毅先生

　　當然要令到一個活動吸引人參加，歡樂的氣氛也很重

要。我建議在3月份舉行的「家教會親子旅行」活動中繼

續安排抽獎的環節，令到參加者可以更感受到那種歡樂的

氣氛。我亦覺得家教會可考慮與學生會合作，舉辦一些能

吸引家長、師生一起同樂的活動。我相信若能善用現有各

方面的資源，定能把活動辦得更加出色，最終能發揮家校

合作的最大效益。

家長主場 新思維、新氣象

黃先生與家人合照

　　作為中一學生的家長，起初燕京書院對我來說有一

種陌生的感覺。為了盡快融入這個大家庭，我決定與一

班志同道合的家長，成為家教會的委員，並希望透過參

加學校的活動，加深對學校的認識。

　　經過幾次會議後，我與一班委員開始熟落起來，亦

認識了幾位有參與會務的老師，但對學生們的認識也只

是靠女兒的分享，我才能從其校園生活的點滴獲得一鱗

半爪的模糊印象。但11月12日我響應家教會的招募，參

加了「陸運會歡樂跑」家長義工派雪梨的活動，有機會

近距離接觸到學校的師生，感覺很愉快。

　　因為當日一班家長一起洗雪梨，有傾有講，互相合

作，已感到頗為有趣。後來在歡樂跑的環節，看到中六

同學穿上色彩斑爛、設計獨特的班衫，更感受到燕京學

生的無限創意。當然看到四社社長及負責同學努力地帶

領著台上的同學為自己所屬的社的運動員打氣，那種力

爭上游，爭取佳績的團隊精神真是令我肅然起敬。我也

叫我的女兒學習去欣賞這種團隊精神。而歡樂跑那種愉

快的氣氛，亦叫我感受到學生的熱誠和活力，當然亦感

受到各班的凝聚力。

　　在12月20日，我也應家教會的呼籲，來校與其他

家長義工參加「聖誕聯歡會派禮物」的活動。當日亦

適逢是學校的「便服日」，我看見學生們都懂得穿著

大方得體的便服出席活動，而且我們一班家長陪同聖

誕老人到各班派禮物時，都看到大家在班中既熱鬧，

又不失禮儀。我覺得大家都是一群朝氣勃勃、聽教聽

話的年輕人。我希望大家能繼續努力學習，做個品學

兼優的好學生。

家教會稽核　霍鳳儀女士
家長主場

值得讚賞

霍女士與家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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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秘書　張鳳琪女士

    「燕京書院」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親切的名字，由學

生時代至今，有如自己的「家」一樣親切和溫暖，與我有

著密切的聯繫，我和女兒能夠在不同時段在「燕京書院」

上學，真是令我感到光榮。

　　我兒時居住在長沙灣，經父母的安排入讀了當年在我

家附近的燕京書院。其實當年很少學校會將校舍建在屋苑

的樓層下，但當年燕京書院的校舍卻是建於蘇屋村內其中

兩座大樓的地下及一樓。雖然校舍並不大，但師生相處卻

十分融洽。每天回到校園，就好像回到家一樣，感覺十分

親切。這一切雖然已成為過去，但仍令我回味無窮。當年

溫馨愉快的校園生活，至今仍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回憶。

　　畢業後離開母校已有一段頗長的時間了，偶然和舊校

友相聚時，話題總離不開母校和當年的校園生活，就好像

遊子離開家園一樣，倍感思念！

　　可能是緣份令我的女兒能加入母校這個大家庭，令我

們一家人有機會再次接觸好像「家」一樣親切的母校，彼

此了解也更深了。如今女兒已第三年在母校的孕育下成

長。她每天放學回家後，我總愛聽她分享一下校園生活。

每當聽到她稱讚老師用心教導、同學之間融洽共處，我便

不期然想起往日自己在母校讀書時的愉快回憶。

　　我知道學校整體的學業成績及學生的品格不斷進步，

我期望母校在一群充滿愛心及有著崇高辦學理想及使命感

的老師的帶領下，繼續春風化雨，培育青年成為社會的棟

樑。作為燕京書院的舊生、作為燕京書院學生的家長，我

衷心祝願母校能校譽日隆、為社會培育人材、為年青人的

成長路導航。

家教會副主席　王淑貞女士

副主席

    由於女兒已升上高中，讀書的壓力愈來愈重。為了更

支持她，除了在平日多關心她的學業，聽她傾訴一些校園

生活的瑣碎事情外，也要替她打打氣，例如為她烹煮一頓

美味的佳餚，煲一些靚湯給她滋補一下。當然，有時也要

陪她去下旅行，促進一家人的感情。

　　原來我以上所講的親子妙法，本校家教會都有相應的

活動配合，例如烹飪班就有兩次，第一次會在1月24日舉

行。屆時還邀請了廚藝精湛的家政科郭安儀老師教家長烹

製賀年食品，而第二次則會於在5月9日舉行，屆時亦成功

邀請了廚藝備受家長盛讚的家政科鍾可欣老師教家長烹製

美味食品。至於旅行，以往我也有與女兒一起參加的家教

會大旅行，今年定於3月15日舉行，屆時我們必定會踴躍

支持，報名參加。

　　其實親子活動與家教會活動緊密配合，各位家長既

然是燕京書院這個大家庭的成員，請多多參與家教會的

活動；此舉一來既可以認識一班關心子女的家長，互相

分享教育子女心得，同時亦可達到親子共聚的目的，所

以希望各位家長也能踴躍報名參加家教會的活動，感受

一下當中的樂趣。

校友、家長心中情

張女士與家人合照

王女士與家人合照

家校一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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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師生之間的「親情」

　　燕京這個大家庭，需要師生們一同建立和維繫。不知

道各位老師和同學如何彼此相處？對鍾老師而言，他做每

件事的出發點都是為學生，對同學一視同仁，他也十分關

心和體諒學生，若同學身體不適，他會加以問候；若發現

同學有任何疑難，他亦會耐心解釋。相反，如果同學行為

不當，他會讓同學了解自己的錯處，並反省過失。為了進

一步拉近與學生之間的距離，鍾老師更會開設whatsapp群

組作為與他們溝通的橋樑，當中他們會交流及討論學業上

的問題和時事，從而增進彼此之間的感情。

　　相信家長及同學也有興趣知道怎樣能夠成為鍾老師家

中的座上客。鍾老師認為畢業班同學不管在公開試成績如

何，只要他們有盡力發揮、用心讀書，而且表現乖巧、留

心上課，便有機會成為他家中的座上客。去年中六的畢業

班同學在中五時有幸到鍾老師家中拜訪，他們還藉著這個

機會向鍾老師拜年！晚上，大家還燒烤和享用火煱，同學

更會幫忙收拾。老師的媽媽更是十分體貼，知道同學燒烤

和享用火煱較「燥火」，竟然親手炮製美味的糖水給同學

們品嚐，同學們紛紛感受到那份無微不至的關愛。至於是

　　胡老師認為要達到「家校一家親」的境界，師生的交

往不應只限於校園內的日常學習，而是可以進一步提升，

達到學生與老師之間建立起一份「親情」。好像有一位已

經畢業多年的師兄，每逢新年、老師生日，他都親自到

訪，另一位逢颱風或寒流襲港，他都會傳訊息給胡老師，

加上溫馨提示：請老師要關好門窗、多穿衣服、注意健

康、好好保重……等；這樣令她感到很溫暖。這種師生間

受訪者：胡珊老師　採訪者：4A黃子澄

的「親情」，就好像親人之間互相關顧，噓寒問暖，使彼

此的關係變得密切起來。

　　無論在舊居或現在學校的教職員宿舍，每遇長假期，

胡老師都不拒絕學生到她家中作客。胡老師謙稱廚藝一

般，但學生卻爭相「做大廚」。有時全靠幾個大男孩深藏

不露的烹飪技巧，加上幾小時師生一起的努力合作，在一

片歡聲笑語之間，一碟碟令人垂涎欲滴的佳餚美食，就成

了師生一起分享的家常便飯了。

　　除了學生到訪，一起烹製美食外，胡老師更曾應學生

的邀請，聯同幾位要好同學一起到訪該生的故鄉。那次師

生同行，既能一睹湖光山色的國內美景，亦能藉此拜訪學

生的家人，慢慢將師生的距離拉近，達到建立「親情」的

理想境界。

如何建立師生之間的「親情」

胡珊老師的舊生大學畢業，並穿上學士袍到她家中拜訪

學生到鍾老師家中拜年

否只有少數的同學才有機會成為他家中的座上客，他表示

如果時間許可，各位同學也有這個機會。由此可見，燕京

師生之間的那份「情」，經過日積月累的培育，變得非常

深厚，就好像一家人一樣。

受訪者：鍾卓賢老師　採訪者：4A王華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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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是家長的選舉年。繼6月本校的法團校董會家長

校董選舉後，10月11日是家長教師會新一屆家長委員選舉

的投票日子。由接受提名、確認參選、撰寫政崗、發出選

票到投票日，經過了超過一個月時間。投票日當天大部份

會員將選票交予子女代為投入選票箱，亦有少部份家長會

員選擇親臨投票。投票於下午四時結束後隨即由校方選派

的教師在本校演講室進行點票工作。在一眾老師及親臨監

票的家長見證下點票得以順利完成。當選的九位家長分別

有馬麗珠女士、何雯麗女士、劉惠珍女士、黃志毅先生、

選舉點票情況

點票後老師與監票的家長合照

劉梁詠珊女士、王淑貞女士、霍鳳儀女

士、何家燕女士及張鳳琪女士（排名不分

先後）。

　　今年起，教師委員的委任方式與以往

有所不同。由以往校方輪流委任不同老師

擔任委員，改為由學校發展部幾位老師及

學校的中層老師擔任委員，希望藉此進

一步加強家校合作和溝通。新一屆委任

的老師分別有梁大輝副校長、薛昌華老

師、藍席嬈助理校長、何仲廉助理校長

助理、胡慧敏老師及何慧英老師。

2013-2015 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

　　一年一度的周年會員大會已於2013年11月30日下午順利舉

行，出席的家長會員都獲贈精美的「奮進燈」作為紀念品。今

年在大會中設有親子講座，邀請了資深傳媒人，前香港數碼廣

播台台長麥潤壽先生作專題演講。麥Sir創立的《永不放棄同學

會》是以大專生和應屆公開考試考生為服務對象，透過不同的

訓練和活動，讓青年人學習與人相處之道，欣賞別人的長處。

麥Sir當天的講題是「溝通解密」，所舉有關青少年人的例子都

能引起台下家長及老師們的共鳴，讓與會者獲益良多。

2013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

家教會副主席　薛昌華老師

家教會副主席　薛昌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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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檢查飯盒質量

家教會活動花絮

新春「發糕」製作

聖誕節派禮物

黃昏親子燒烤

陸運會洗雪梨
「歡樂跑」後派雪梨

周年會員大會

燒雞翼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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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年度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

顧    問：許俊炎校監、梁國基校長

主    席：何雯麗女士

副 主 席：王淑貞女士、薛昌華老師

秘    書：張鳳琪女士、梁大輝副校長

司    庫：何仲廉助理校長

稽    核：霍鳳儀女士

活    動：何家燕女士、劉惠珍女士、黃志毅先生、胡慧敏老師

出    版：馬麗珠女士、何慧英老師

常務委員：梁詠珊女士、藍席嬈助理校長

增選委員：黃綺雲女士、陳婉玲女士、蕭美蓮女士、韋莉女士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家長教師會
2 0 1 3 - 2 0 1 5常 務 委 員 會

日　期 項　目 收　入 支　出 結　餘

去年滾存 HK$96,858.72 

2013年

6月30日 銀行利息 HK$0.19  HK$96,858.91 

10月18日 本年度會費 HK$35,960.00  HK$132,818.91 

10月22日 退還多繳會費 HK$640.00  HK$132,178.91 

11月14日 家長義工服 HK$1,100.00  HK$131,078.91 

11月19日 雜誌架 HK$1,100.00  HK$129,978.91 

11月21日 陸運會水果 HK$1,180.00  HK$128,798.91 

11月30日 周年會員大會 HK$20,410.30  HK$108,388.61 

12月11日 親子黃昏燒烤 HK$4,050.00 HK$4,673.00 HK$107,765.61 

12月20日 聖誕佈置及禮物 HK$875.40  HK$106,890.21 

12月31日 銀行利息 HK$0.21  HK$106,890.42 

（至2013年12月）

顧　　問： 梁國基校長

  薛昌華老師

編　　委： 馬麗珠女士

  何慧英老師

校　　對： 胡慧敏老師

會訊編輯委員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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