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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友伴同行，共創未來 主席的話——友伴同行，共創未來

當收到同事邀請我就「友伴同行，共創未來」這個主題分享感受的
時候，一瞬間就想起我在10月底為教會小弟兄姊妹預備的主日課課題 
── 交友之道。

主日課當天，我問小朋友：「你認為有伴同行、同坐、同食、同玩，
是否一定有益處呢？」他們大都回答說當然有益處，因為有人陪伴，便
不會感到苦悶和孤單。我再邀請他們分享身邊同學的善行和惡行，他
們紛紛你一言，我一語地搶着開腔。最後，我以詢問他們是否要跟行
為不檢的人做朋友作結。基本上，小朋友大致上也能分辨益友和損友
的特徵，也能歸納不與行為不檢的人為友的原因。所謂「近朱者赤、近
墨者黑」，在這紛亂怪誕的社會中，必須慎選朋友，才能具備擁有美好將來的先決條件。

何謂朋友呢？有謂：「朋友就是當全世界都離開你時，還留下來的那個人。」有些朋友只能做「同伴」，並不
是真正的朋友。他們花盡了我們的金錢和時間，但遇到困境時並不會與我們共度患難；相反，摯友對我們所說
的鼓勵和安慰的話，會拓展我們的思想，成為我們生命的祝福。

朋友既然是人生中最基本的關係，那麼，我們應該要結交甚麼樣的朋友，又應該要遠離甚麼樣的朋友呢？《論
語．季氏篇》中記載了孔子對擇友的看法：「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
友便佞，損矣。」意思是說，有益的朋友有三種，有害的朋友有三種。與正直的人交朋友、與誠實的人交朋友、
與見多識廣的人交朋友，有益處；與走邪門歪道的人交朋友、與讒媚奉迎的人交朋友、與花言巧語的人交朋友，
有害處。

無可否認，周遭的人會影響我們的情緒，和開朗的人相處，我們會心境開朗；和悲觀的人相處，我們的心
情也會被拉下去。同樣，與容易動怒的人在一起，我們也會不知不覺受到感染，甚至最終跨掉人生。看看聖經
如何教導我們交友之道？「好生氣的人，不可與他結交；暴怒的人，不可與他來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為，自己
就陷在網羅裡 。」（箴言 22:24-25）

世間友情雖可貴，但卻經不起時間與空間的考驗。再要好的朋友，
也不能隨時隨地與我們相伴。他們來了又去，去了又來。唯一可以和
我們保持永遠親密關係的，只有主耶穌。祂才是我們永遠的朋友，是
可以終身同行、共創未來的好友伴。《恩友》這首詩歌，很能反映我們
在人生中有主為伴的幸福：

 耶穌是我親愛朋友，背負我罪擔我憂， 何等權利能將萬事，帶到主
恩座前求！

 多少平安屢屢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 皆因我們未將萬事，帶到主
恩座前求。

 有否煩惱壓著心頭？有否遇試煉引誘？ 我們切莫灰心失望，仍到主恩座前求！
 何處得此忠心朋友，分擔一切苦與憂， 我們弱點主都知透，放心到主座前求。

 勞苦多愁軟弱不堪，掛慮重擔壓肩頭， 主是你我避難處所，快到主恩座前求！
 你若遭遇友叛親離，來到主恩座前求， 在主懷中必蒙護佑，與主同在永無憂。

加入家教會，最大的得著就是能夠為家長、老師及同學服務，並且可以認識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

作為家長，當然最關心子女，但若然只是靠個人識見，可能未必能全面應付子女成長的各種挑戰。家教會
就讓我們與其他家長及老師建立伙伴關係，而且這種關係，更可昇華到朋友關係。

    在10月25日舉行的「日本和諧粉彩畫體驗班」，就讓我可以有機會以家長義工導師的身份，與其他家長及同
學一起分享繪畫粉彩畫的樂趣。眼見一眾家長都積極投入，而且彼此互相交流，我也感到教學相長，獲益良多。

盼望家長也能不吝所學，多參與家教會的活動，實行與其他家長、老師成為「好伙伴」，為會務，甚至為師
生的校園生活，共創更璀璨的未來！

▲ 家長就是夏麗珠校長（前排左一）的好
伙伴

▼ 工作和午膳都一起分享，老師當然是校長
（右二）的好拍檔

家教會主席 黃沅莉女士

▼ 參加活動的家長以小組的形
式學習

▼ 黃女士仔細講解製作
粉彩畫的技巧

▲ 黃女士與參加者大合照



今年9月 23日中一級同學齊集禮

堂，盡情發揮創意及展示靈巧的手藝，

親手製作獨一無異，滿載感謝之情的音

樂盒，待家長日送給父母親。席間可見

同學從顏色配搭、繪畫插圖……都一絲

不苟。在書寫感言上更反映出同學的純

真可愛。有些同學為了完成這份充滿溫

情的小禮物，更盡快吃過午膳，便衝到

禮堂繼續繪畫。相信家長收到後，必定

會甜在心頭！

▲ 家教會委員及家長義工展示學生充滿創意的製成品

▼ 家教會委員悉心指導
中一學生製作精美的音

樂盒

▼ 學生製作的音樂盒色
彩繽紛

今年試飯活動除了一如以往，會邀

請家長義工協助突擊抽查飯盒的質量

外，更加入了由家長親到中一、二級課

室，訪問同學對飯盒質量的意見。原來

同學的意見也「有讚有彈」，而我們就收

集這些意見，盡快向校方反映及用作篩

選下一學年午膳供應商的參考。

▼ 家教會活動委員協
助量

度飯盒的重量

 家教會委員到中一級課室
了解學生對飯盒的意見

▼ 家長義工都忙於洗雪梨

陸運會派雪梨活動 家教會稽核  王彩雲女士

9月19日 是陸運會歡樂跑的大日

子，家長教師會家長義工都忙於協助

清洗雪梨，並在歡樂跑完結後派給參

加的師生及家長 。當看到大家都笑容

滿臉地品嚐清甜的雪梨，我們都感到

非常高興。亦有家長受到在場歡

樂的氣氛所感染 ，一起參與歡樂

跑，實行與全校師生同樂。

▼ 家長義工也一起參加「
歡樂跑」

▲ 家長義工整裝待發，準備派雪梨

家教會活動委員  郭小燕女士試飯活動

頌親恩活動 家教會活動委員  莫綺霞女士

▲ 家教會委員在家教會資源中心試食突擊抽查的飯盒及評分

▼ 表現出色的學生獲頒贈頌親恩優秀作品獎



很高興今年是第三年能夠代表家教

會在早會上與同學分享圖書。今年分享

的好書是日本作家安藤俊介所作，由鍾

嘉惠翻譯，台灣東販出版社出版的《好

脾氣帶來好運氣》一書。這本書教導我

們「怒 氣 管

理」的技巧，

令我們不會

因生氣而後

悔，擺脫憤

怒對我們的

奴役。

不經不覺，家教會已經成立20周年

了。在11月30日，我們在家教會周年大

會中透過觀賞一段以珍貴照片剪輯而成

的片段，回顧家教會由創會，以至不斷

拓展的成長路。當日亦是家長義工、家

長大學畢業生及新舊委員領取感謝狀、

文憑或委任狀的大日子。大家都互相祝

賀，並與所有出席的家長，透過大合照

及切蛋糕的方式熱烈慶賀家教會20周年

的慶典。

早會圖書分享 家教會常務委員  張耀聰先生

作為中一家長，子女剛進入一個全

新的學習環境，不免會感到緊張。升中

講座，就讓我們家教會委員以「用家」

的身份，將最重要的資訊與他們分享。

我們會主動介紹校園生活、學生學習情

況……務求令一眾家長可以以輕鬆愉快

的心情加入我們燕京書院這個大家庭。

▲ 張先生與夏麗珠校長、家教會主席
黃沅莉女士、胡老師及葉老師合照

▲ 張先生推薦的好書《好脾氣
帶來好運氣》

▲ 張先生在早會向全校同學推介好書

▲ 夏麗珠校長與出席升中講座家教會家長委員大合照

▼ 夏麗珠校長與家教會主席黃沅
莉女士介紹本校的辦學特色

▼ 升中講座反應熱烈

▼ 家教會主席及委員獲頒證書

▲ 出席周年大會的家長更可獲增精美紀念品

▲ 家教會主席黃沅莉女士與
夏麗珠校長主持切

蛋糕儀式以慶祝家教會成立2
0周年

▼ 家長大學畢業生大合照

升中講座 家教會副主席  林燕菁女士

家教會周年會員大會 家教會活動委員  袁慧茵女士



項目 $ $
結餘 31 / 8 / 2019 163,923.66

18-19 年度支出 支付 18-19 年度未付費用：
1. 家教會獎學金 2017-2018
2. 家教會獎學金 2018-2019
3. 家教會刊物（第二期）
4. 18-19 年度 DSE試卷

4,200.00
4,600.00
4,900.00
5,364.00 19,064.00

結餘 1 / 9 / 2019（本學年） 144,859.66

收入 銀行利息 43.74

政府撥款 25,633.00

日本和諧粉彩畫體驗班收費 340.00 26,016.74

170,876.40

支出 陸運會派送雪梨支出 1,199.10

頌親恩活動 5,793.00

家教會周年大會支出 8,178.60

贈送燒烤予燕京書院 1,480.00

日本和諧粉彩畫體驗班支出 610.50

援助有特別需要學生午膳費用 494.00

19-20年度學生聖誕聯歡會禮物 1,320.00

退回會費 900.00 19,975.20

結餘截至 31 / 12 / 2019 150,901.26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家長教師會
2019-2020 常務委員會

顧  問：蒲錦昌校監、夏麗珠校長
主  席：黃沅莉女士
副 主 席：林燕菁女士、胡慧敏老師
秘  書：林清怡女士、陳啟璇老師
司  庫：藍席嬈老師
稽  核：王彩雲女士
活  動：袁慧茵女士、郭小燕女士、莫綺霞女士、周卓賢老師
出  版：黎新華先生、何慧英老師
常務委員：張耀聰先生、顏正斌老師
增選委員（侯補委員）：蔡雪玲女士、林粉蘭女士

會訊編輯委員會名單
顧   問： 蒲錦昌校監、夏麗珠校長
編委及校對： 黎新華先生、何慧英老師

2019/2020中期財務報告
收益及支出帳截至於2019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