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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刊物以
「『營』聚愛、凝聚愛」為主

題，若把當中的「營」解作「
訓練

營」、「營養」等， 這些均未
能充分闡述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梁美華老師的理念。眾所周知
，梁

老師熱衷於有機耕種，而這次
的主題，則來自梁老師有份參

與及帶領的家教會活動——「
營」聚

愛親子農耕樂。

  梁美華老師是我校的「農
耕專家」，她更活學活用，利

用工作以外的空餘時間，下田
耕作。

她更曾把她的農作收成，慷慨
帶回學校跟同事、同學一同分

享。希望藉此把耕種的樂趣和
背後的

意義推廣出去，令更多人領略
下田耕作的樂趣，明白吃得健

康及珍惜食物的重要性，並提
升人們

的環境保育意識，實是意義非
凡。而這次的「營」聚愛親子

農耕樂活動，讓平日學業及工
作繁忙

的家長及同學一嘗親子耕作的
樂趣，親親大自然，忙裡偷閒

，舒展身心。在陽光普照的日
子裡，

享受清風、感受泥土，實是人
生一樂也！老師、家長及子女

更可藉此機會好好溝通，關心
彼此，

令關係更為融洽。身為校長的
我，同樣認同家教會以耕地作

營舍，藉以凝聚家校一心的理
念。期

望在樂也融融的耕作過程中，
大家都能寓學習於娛樂，在烈

日當空的田野間，揮灑下辛勤
的汗

水，彼此溝通，互相幫助，讓
這塊田發揮出它最大的貢獻—

—凝聚愛。

  說起愛，我的教育理念和
願景其實亦與「愛」相關。作

為新上任的校長，我希望在此
能藉這

個機會，進一步分享和闡釋我
個人的理念和對

燕京書院的願景：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勤學習、信望愛、盡責任

齊參與、成一體、展潛能

愛基督、愛鄰舍、愛家校

  第一行的三句是本校的校
訓，也是繼承

及發揚燕京大學之辦學精神和
傳統的印證。

因著個人得救，而要謙卑服
侍他人，服務

社群；第四行末三句則是配合
中華基督教

會香港區會「並肩培育豐盛生
命，攜手見

證基督大愛」的願景，加上本
人的信念而

開展出對燕京書院的願景。我
深信認識聖

經真理，願意愛基督的人，是
心中有愛的

人。若燕京書院的每一位持分
者均心中有

愛，並推己及人，必定是好鄰
居、也是溫

暖的家及和諧校園的建構者和
促進者。因

此，我期待各燕京成員能一起
參與校內外

的各種活動和服務，發揮潛能
之餘，更

能團結起來，令燕京書院如校
歌歌詞所

言般「人才輩出，服務同群，
為國效盡

忠。」燕京書院作為中華基督
教會香港

「營」聚愛、凝聚愛
夏麗珠校長

夏麗珠校長（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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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物主題「『營』聚愛、凝聚愛」中的
「凝」和「營」分別是指什麼？又可以怎樣
凝聚愛？凝，是指凝聚；營，則是指營地。
要凝聚愛，就必須先要有土地，有了空間，有
了「營」地，才能進行後續的部分。就以家庭
為例，一個家庭，有了「營」地，才可以凝聚
出親情。把這個道理套用於學校亦同樣可行，
家教會、學校就是一個很好的「營」地，地方
大、人亦多，老師、家長和學生都在同一個
「營」地，家校合一，互相合作，彼此相愛，
才能凝聚出不同的愛，讓學生在愛的環境中長
大，得到老師和家長的愛，才能學會如何去
愛，懂得關心社會、尊敬師長，愛護同學，愛
身邊一切的人、事、物。

  最後一年擔任家教會主席，是不捨，也是
期待。不捨的是即將卸任，要與一眾並肩作戰
的幹事戰友說再見；期待的是新一屆委員會即
將成立，把家教會家校合一的精神繼續承傳下
去，讓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在充滿愛的環境
中茁壯成長。

主席　黃志毅先生

區會的一分子，我更希望燕京
書院能秉承辦學團

體的宗旨：「透過學校、傳道
服務」。在同學六

年的校園生活裏，透過教師、
牧師和宣教師的言

行身教，將福音廣傳於燕京校
園，讓同學在校園

生活中接觸基督，接受福音，
日後成為基督的精

兵。

  我亦盼望燕京書院的學生
和教職員均以「勤

學習」和「盡責任」為待人處
事的座右銘。遇到

困難和逆境時，大家均能倚靠
聖經的教導，對神

有信心，憑著信，找到出路而
有所盼望，並以愛

解難，饒恕別人、愛惜自己。
我更希望燕京人能

緊記哥林多前書13:4-8 所言：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愛是不嫉妒；愛

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
的事，不求自己的

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
人的惡，不喜歡不

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凡事盼

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

息。

  燕京人在燕京校園能

做好自己，彼此關懷，以愛

相待，用愛化解衝突，做到

「『營』聚愛、凝聚愛」，

大家手拖手、肩並肩、心連

心，使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成為主的好見證。

黃志毅先生（右一）

「營」聚愛、凝聚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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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委員　鍾露白女士

  本人乃中二學生之家長，有幸能參與十一月廿六
日舉行之家教會週年大會及親子燒烤晚會。這兩個活動均
為學校及家教會的大事之一，深感得著不少。

  參加周年大會，可讓我們一眾家長家更為了解學校及家教
會家學一心的理念及活動，拉近大家之距離，令我們更清楚子女
的校園生活點滴。而黃昏親子燒烤晚會則是一個好機會，好讓我
們加近與子女及老師的距離，加強彼此的溝通。雖然我已是第
二年參與這個活動，但仍覺得非常有意義。可惜當天天公不
造美，整晚下著傾盆大雨，令大家無奈改變原定計劃，被
迫輪著燒烤，但仍無損大家的興致，都能盡興而歸。

  我很期待下一次家教會舉行的活動，更會積
極參與，希望能做到家校一心，一同幫

助子女茁壯成長。

周年大會暨親子講座
     +黃昏親子燒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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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添加護膚品DIY暨

活動委員　何家燕女士

  你知道家裏的果皮廚餘，
經過簡單處理就能變成環保酵

素嗎？

環保酵素是神奇且萬能的天然
去污劑，據說微生物裏有種叫

桔抗作

用，是好的微生物壓抑壞的微
生物，從而產生保鮮和保護作

用。

  環保酵素用途廣泛，只要
加入適量的水，便能在園藝或

農作方

面作除蟲，或作有機肥料，
亦可作家用清潔劑如洗髮、

沐浴、洗

碗、洗衣、洗地、洗蔬果等，
更可作空氣清新劑或除臭劑⋯

⋯

  透過是次活動，我們一眾
家長和學生一同製造環保酵素

，本抱

著一試無妨的心態來參加，想
不到環保酵素既環保，又用途

甚廣，

試過以後我便愛上它，真慶幸
自己有參加這次工作坊！

活動委員　蔡靜文女士  這次活動是我首次的農耕體驗，對我
來說實在是一件新鮮事。農耕初段，我們在烈
日當空下翻土、除雜草和播種，確是十分辛苦。但
每當我上田，看到種子漸漸變成幼苗，再日漸長
大，茁壯成長，這種喜悅實在難以形容，令我覺得
再辛苦也是值得的！過程中我們得到的不只是農
作物，還能從中懂得互相幫助的重要性，更
重要的是我們學會「惜食」。所以我們幾位家長都繼續租田，好好享受農耕樂的樂趣！

  你知道家裏的果皮廚餘，
經過簡單處理就能變成環保酵

素嗎？
  你知道家裏的果皮廚餘，

經過簡單處理就能變成環保酵
素嗎？

環保萬能酵素工作坊

「營、聚、愛」
「營、聚、愛」
「營、聚、愛」
「營、聚、愛」
「營、聚、愛」

親子農耕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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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運會義工

秘書　謝美芝女士
　　很高興能夠在這裡分享自己在陸運會中當義工派發
雪梨的感受。去年我亦曾參與這項活動，令我覺得非常
有意義。透過這個活動，我們一眾家長可以在準備過程
中互相分享和孩子的相處心得，亦可和老師們傾談有關
孩子的校園生活情況，真是獲益良多！而在派發雪梨的
過程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同學們一同參加歡樂跑的喜
悅，和中六同學快將畢業的不捨之情。很高興能與一眾
燕京師生度過如此快樂的一天！

   
 

副主席　
張鳳琪女

士

　　十二
月中家教

會邀請了
資深中醫

師呂泳葭
女士主持

中醫講座
，與

家長分享
如何透過

日常湯水
膳食調理

身體，為
家人保健

。

　　講座
內容精彩

，氣氛活
潑輕鬆，

講師的筆
記亦清晰

易明，令

各參加者
可深入了

解四季適
宜配搭的

湯水種類
及材料。

以

前的我一
直不懂湯

水與季節
的配搭，

這次的講
座令我

學會如何
以不同的

食材煲煮
湯水，保

障家中各
人

身體健康
。呂醫師

在講座完
畢後，亦

為各

參加者免
費把脈問

診，大家
投入踴

躍，得著
甚多！

副主席　
張鳳琪女

士

中醫講座「秋冬湯水食好D」

6



聖誕聯歡會義工

常務委員　霍鳳儀女士

　　時間飛逝，女兒已是中四的學生了，同樣我亦已是
第四年參加聖誕聯歡會的義工活動，負責與聖誕老人及
一眾家長一同到各班課室向同學送上祝福及禮物。

　　家教會在過去數年都能邀請到「全球最佳聖誕老
人」SANTA JOHNNY義務來到燕京書院，與我們及一
眾師生歡度佳節，實感榮幸及難得。更難得的是我們一
眾家長義工，可以到子女所屬的課室，認識他們的老師
及朋友，一同與聖誕老人合照，樂也融融。

　　我很想藉此機會邀請其他家長明年一同參與聖誕聯
歡會義工活動，一同加入家教會的大家庭！

常務委員　霍鳳儀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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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項    目                       收   入 支   出 結   餘

　 去年滾存 　 　 HK$128,336.21 

2016年　

9月22日 銀行利息 HK$0.45 　 HK$128,336.66 

9月22日 利是封 　 HK$13,600.00 HK$114,736.66 

10月11日 代購書籍 HK$576.00 HK$115,312.66 

10月11日 代購書籍 　 HK$576.00 HK$114,736.66 

10月24日 周年大會講員禮物 　 HK$600.00 HK$114,136.66 

10月31日 插班生會費（上年度） HK$50.00 　 HK$114,186.66 

11月22日 家長教師會會費 HK$15,267.00 　 HK$129,453.66 

12月14日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 　 HK$1,511.00 HK$127,942.66 

12月14日 家長教師會講座 HK$60.00 HK$355.00 HK$127,647.66 

12月20日 酵素工作坊 HK$320.00 HK$127,967.66 

12月20日 義賣用品物資 HK$316.80 HK$127,650.86 

2017年

1月9日 陸運會水果 　 HK$770.00 HK$126,880.86 

1月9日 家教會旅行訂金 　 HK$4,000.00 HK$122,880.86 

1月9日 家教會燒烤 HK$3,600.00 HK$7,785.35 HK$118,695.51 

顧  問： 許俊炎校監、夏麗珠校長 

主  席： 黃志毅先生

副  主  席： 張鳳琪女士、梁美華老師

秘  書： 謝美芝女士、薛昌華助理校長

司  庫： 藍席嬈副校長

稽  核： 馬麗珠女士 

活  動： 何家燕女士、鍾露白女士、

 蔡靜文女士、胡慧敏老師 

出  版： 劉惠珍女士、高晴暖老師

常 務 委 員： 霍鳳儀女士、黃斐老師

顧 問： 許俊炎校監

 夏麗珠校長

編委： 劉惠珍女士

 高晴暖老師

校對： 胡慧敏老師

2016-2017年度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
（至2017年1月）

中華基督
教會燕京書院家長教師會

2016-2017常務委員會

會訊編輯委員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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