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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校長

譚秉源校長

對一個人來說，卅五年絕對不算是一個短時間，試想想，一個

新生嬰兒變成卅五歲的中年人，中間的變化一定是複雜而充

滿奇幻的！

一個機構要經歷卅五年，其實更加不容易！因為機構必須倚賴人

來運作，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團隊。一間學校就有大約一百

個教職員工，他們來自不同背景，具備不同的經歷，帶有不同的

學養，形成了不同的風格，大家的思維和意見有很多不同，工作

能力亦有高低，如此一羣人的偶然組合，構成一個團隊，要共同

維持一個機構的生存和延續，其實一點也不容易。因為人多自然

意見多，加上老師們都學識豐富，往往認為自己的意見是最好的

意見、最行得的意見，如此合作，自然常有矛盾，擦出火花。猶

幸我們燕京的老師，都能夠彼此尊重，用平和的語氣和態度進行

溝通，這樣才能減少矛盾，避免衝突；大家還要擺事實，講道

理，共同探索，尋找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令學生得到最佳的教

導。所以說，要維持一間學校持續運作，教化學

生，提高下一代的素質，其實殊不簡單。

我校已經昂然踏入創校第三十五年，這得來不易的

歷程和成果，我們應該好好珍惜，包括我們嚴謹純

樸的校風、親切緊密的師生互動、溫馨融洽的家校

關係、堅毅向前的工作態度、關懷備至的培育文

化、崇尚基督的愛心服務精神等，都是我們應該珍

惜的優質文化，期望卅五周年校慶的一連串活動順

利進行，成功帶引我們能夠繼續發揚探索真理、免

除轄制、發揮自己的能力服務社羣。

愛我燕京、服務社羣、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大家

一齊加油！

愛 我 燕 京 卅 五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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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

校長、各位老師、家長、同學：

不經不覺到了學期的終結，回顧
過去一年，家長教師會今年舉辦

了各種各類不同形式的家長小聚和活
動，如：聖誕燈飾製作、新年食品製作、新春團拜
BBQ、復活節蛋糕製作、試前準備大作戰……等。
藉此機會凝聚了眾位家長，定期回校歡聚。

但我最難忘的是本會的親子旅行，我們今年所選擇
的地點有鳳坑家樂徑、荔枝角公園和菓子廠，如果
不是參加了家教會所舉辦的旅行，我真的不知道香
港原來有一條這樣風景如畫的鳳坑家樂徑。因此，
我們亦不放過此機會四處留影。

行畢後，我們繼續乘旅遊巴士到大埔酒家享用午
餐，家長教師會務求令到節目增添氣氛，在午飯
時，加插了抽獎環節，更悉心準備了很多豐富的獎
品供當天抽獎之用，如果有份出席的話，我相信大
家都會滿載而歸。

吃過午飯後，我們轉往另一個景點    荔枝角公
園，在公園的露天劇場裏，鍾老師為我們預備了別
具心思的親子遊戲環節。那時候，不論校長、老
師、家長和同學們都非常投入參與其中，在遊戲中
我聽到開心的歡笑聲，真的感受到好像一家人在享
受假期似的。

經過一輪緊張而又刺激的親子遊戲後，我們便繼
續乘搭旅遊巴士到最後的一個景點    冠華食品
菓子廠。當到達了菓子廠後，大家都隨心所欲，
試食的繼續試食，購物的繼續購物。在回程的時
候，我看到大家都流露着滿面開心的笑容。

最後，我很想藉此機會多謝在今年裏，有份協助
家長教師會籌備活動工作的每位老師、校工、家
長義工和同學，透過家校合作令所有的活動得以
順利完成。並希望各位家長在新的學年裏，能夠
繼續支持家長教師會所舉辦的活動。如果各位家
長對於本會的小聚和活動有任何建議，歡迎隨時
提出。我們會認真研究大家的寶貴意見，盡量配
合作出回應和檢討。

    祝願大家

工作順利和身體健康

家長教師會主席
何雯麗敬上

主席

 歡
樂活動又一年

副主席的話

我參與學校義工的行列已有一段時間了，每次

活動都會有不同的體驗。令我印象最深刻

的，莫過於在運動會上派發雪梨給運動健兒。他們

跑完800公尺回來，還很有秩序地排隊取雪梨，看

著他們開心和滿足的笑臉，令我也感歡欣。

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王淑貞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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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朗的一天，燕京家校親子行，

上了旅遊車，一群人稍稍離開繁囂

城市，好好享受一刻寧靜和呼吸一下清新空氣，可

使身心放鬆，平衡心境，讓家人有相處空間。在迎風

送爽和舒暢心情，到達鳳坑家樂徑，你會發現就像小時候

常常在山澗樹林玩耍回憶……思緒景象一幅一幅優雅，安逸

慵懶和溫暖陽光。和親人一起過活是這麼簡單，一路向上走

是樹木成蔭和不同長度登山徑。到達山頂，遠看四周有與世隔

絕……正沉醉著舒暢風景中，時間在不知不覺流走了。

傳來導遊說：吃飯時間差不多要落山去酒樓吃一頓午餐，還

有豐富禮物抽獎節目等著呢！節目一浪接一浪，除數份檯

獎，還有邊吃邊參與抽獎活動，差不多人人有份，個個

開心，飯後還有公園遊和尾聲參觀果子廠，各

人都買些手信，滿載而歸，盡興而回，不

亦樂乎。          

鳳
坑家
樂徑親子遊  2012年

3月
24

日
 A
nn
e
r K
w
o
k

親 子 旅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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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4D同學在觀景
台稍息

三月二十四日是家教會親子郊

遊的日子。團員中有不少4D班的

同學，他們樂意出席陪伴班主任，真令我老懷安

慰！鳳坑家樂徑北臨沙頭角海，優美風光令人心曠神

怡。大隊抵達觀景台，稍事休息之後，即行回程。

午膳時間的抽獎活動獎品極其豐富，老師們獲獎良多，十

分幸運。隨後暢遊「嶺南之風」公園，園內曲徑清幽，雅致

非常。大家在露天劇場玩集體遊戲，歡笑聲此起彼落，身體

上的疲勞無形中一掃而空。

本團最後一個「景點」是冠華食品廠。讓我們行得盡

情、吃得盡情、獎得盡情、玩得盡情之外，再來一

個「買得盡情」！回程時拿著大包小包的小食

涼果，心情十分踏實─我的學生有口

福了！        

嶺南
訪鳳記春遊 

陳
小

玲
老
師

親 子 旅 行

很高興能參與家長教師會的親子活

動日，在今次活動中，爸爸和媽媽

也與我一同參與，透過參觀、行山、集體遊戲等，

我們的感情還跨進了一大步。

此外，我就讀的班別1B班也有不少同學一

同參加，我們的感情也從中增進了不少。

還有，譚校長及一班老師放下了平日嚴肅

的姿態，與我們談笑風生，原來他們也有

活潑的一面呢！

最後，令我最難忘的是在午餐中能與好

友及家人一同共進，還在抽獎環節中

獲獎，今次的家教會活動真令我樂

而忘返！

1B  李卓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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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知不覺，我參予

家教會的活動已
有三個年頭了。

回想起最精彩
的，就是每次

所舉辦的活動
都極富新

意，一次比一
次的好玩，而

我最喜愛的，
非厨藝活動

莫屬，有節日
特式小點及蛋

糕，老師更無
私的花上自

己空堂時間來教
授我們呢！

家長小聚，讓家
長們能凝聚一起

，分享箇中樂趣
。

4A霍劭雯家長

每年五月，學校會有一個大型的重點活
動    「家長敬師日」。

今年，家長教師會的副主席提議，由家長們合力製作小禮
品，於敬師日送給老師們，聊表心意。

我們選定了以「幸運草」為主題，制作電話吊飾和一張小小
心意咭。幸運草的花語是「幸福」！四片葉子代表的事物雖
不盡相同，但蘊含的意義則大同小異。

我們希望藉這小小「幸運草」向校長、老師、教職員、工
友以及一眾教育工作者送上祝福，多謝他們陪伴在子
女的學習和成長路上，與他們一起並肩作戰。

時間過得真快，不知不覺間我參加了家
長教師會已經有兩年了，雖然只是短

短的時間，但我已經吸取了很多寶貴的經
驗。在這段時間裡，我明白到家長和學校溝
通是很重要的，透過溝通，家長可以了解子
女在學校的學習情況，使我作出適當的輔
助。家教會舉辦的親子活動，令我和子女間
有了更多的話題，令我們相處得更加融洽。
我希望更多家長積極參與家教會活動，讓我
們有更多機會接觸和交流教導兒女的心得，
使我們當一個完美的家長。

2B柳兆堅家長

小女不經不覺已入讀貴校有兩年了，光陰似箭，很快就
要升讀中三了，希望她勤力讀書，身體健康，快快

樂樂的成長。小朋友是社會明日的棟樑，身為父母的都會
愛錫子女，無微不緻的照顧他們，將最好的供給子女，但
子女成長階段時，最頭痛的是父母要上班，沒有時間照顧
他們，甚至連一天抽三十分鐘時間跟子女傾談也沒有，更
談不上了解他們每日所接觸的朋友和每天所做的事情，這
是很可惜的。我個人認為自小便要開始跟子女建立關係，
小學時無所不談，到中學就像朋友般的關係看待，關懷對
方、尊重、包容和適當時候分析道理，待她們明白，有時
放鬆，有時收緊，這是我個人的感受。其實最重要是家庭
與學校互相配合，所以我加入家教會作為執委，與老師開
會以了解學校和得悉子女在學校的情況，希望來年有更多
家長加入家教會，它是家長與學校溝通的一道橋樑。最後
期望子女要好好把握和珍惜十二年免費教育，好好讀書，
將來為社會作出貢獻，取諸社會，用諸社會。天生我才必
有用，加油，努力吧！

我自從加入了家教會，在這大半年參加由此會舉辦
的許多小聚活動，之前我未有考慮過參加，亦未

曾參加過，因為我覺得參加此等聚會很浪費。但這半
年裡，我真的花了時間在這裡，發覺小聚不單只是學
煮東西、做小飾物、吃茶點，原來還可以認識更多家
長及分享教子心得，亦認識了多位老師，加深了解孩
子們在學校的生活，還有家長們能在學校裡尋回“那
些年”的感覺。

溫馨提示：參加小聚會不單只是家教會委員的專利，
而是全校學生家長的活動。

                      1C黃茜汶家長

我
在家教會任職後

，有了很大的改
變，從一個內向

的人變成主動，
從不作聲變得會

給主意，主動在

校做義工，又在
陸運會上幫手。

我女兒今年畢業
了，剛行了畢業

禮，那天我也哭
了，

因見到校長和老
師們盡心盡力的

付出。女兒在高
考期

間，無論何時回
校，都會得到老

師的幫助，校方
又供

地方給他們溫習
，所以無論女兒

的成績怎樣，在
這裏

我要衷心說聲：
「多謝！各位老

師。」

家長也敬師 家 長

心聲

3A李泠家長

2B何詠琪家長

6E劉潔瑩家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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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團拜BBQ

試前準備大作戰講座

絮
參觀丹尼集團廠房

家長委員親手製作電話繩

給老師

復活蛋製作

敬師運動
活

動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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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日期 項目 收入 支出 結餘
去年滾存 HK＄62625.00 HK＄62625.00

2011年

9月 家教會委員會會議—飲品及食物 HK＄48.00 HK＄62577.00

11月 家教會周年大會：總支出（12/11） HK＄18444.00
家教會委員會會議_水果及食物（19/11） HK＄86.80 HK＄18530.80

12月 陸運會歡樂跑—鴨梨（14/12） HK＄1170.00
「家教會小聚」聖誕燈飾製作（15/12） HK＄492.50
聖誕聯歡會—禮物（19/12） HK＄784.00
銀行利息（31/12） HK＄0.25 HK＄41599.95

2012年

1月 銀行戶口服務收費（3/2） HK＄50.00
「家教會小聚」新年食品製作（12/1） HK＄181.50
賀年佈置（20/1） HK＄239.50 HK＄41128.95

2月 新春團拜燒烤會（3/2） HK＄1403.70
銀行戶口服務收費（4/2） HK＄50.00
家教會用紙（23/2） HK＄1900.00 HK＄37775.25

3月 製作會訊（1/3） HK＄5300.10
銀行戶口服務收費（10/3） HK＄50.00
插班生2位（12/3） HK＄80.00

家教會親子旅行：總支出（24/3） HK＄11225.40

家教會親子旅行：收費（24/3） HK＄6610.00
家教會會費（26/3） HK＄43520.00
2011-2012年度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撥款（26/3） HK＄14418.00 HK＄85827.75

4月 「家教會小聚」復活節蛋糕製作（2/4） HK＄403.20
銀行戶口服務收費（10/4） HK＄50.00
銀行戶口服務收費（11/4） HK＄50.00 HK＄85324.55

5月 銀行戶口服務收費（10/5） HK＄50.00
家教會會費—2人退款（2010-2011年度）

（11/5）   
HK＄80.00

畢業典禮—花籃（23/5） HK＄350.00 HK＄84844.55

6月 銀行戶口服務收費（10/6） HK＄50.00
家教會會費—27人退費（15/6） HK＄1080.00 HK＄83714.55
截止15-6-2012的總和 HK＄127253.25 HK＄43538.70 HK＄83714.55

備注：

1. 儲蓄戶口   HK＄72487.55
 支票戶口   HK＄3549.60
 現金 HK＄7677.40
 結餘  HK＄83714.61

2. 本年度去出項目尚未包括7月份的會訊  
 製作及6、7月委員會活動支出。

顧  問：李錦昌校監 
  譚秉源校長
主  席：何雯麗女士
副 主 席：王淑貞女士 
  郭方明老師
秘  書：張穎華女士 
  高晴暖老師
司  庫：陳小玲老師
稽  核：黃綺雲女士

活  動：林瑞良女士 
  郭麗兒女士
  陳婉玲女士 
  鍾可欣老師
出  版：陳偉忠先生 
  周苑雯老師
常務委員：楊詠璇女士 
  莫安琪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家長教師會

第七屆（2011-2013）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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