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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豐富學生的學習體驗，學校於本年度的多元學習日

為各年級加入了STEM活動，讓一至六年級學生透過知識

建構、實驗及任務解難等不同探索活動，體驗STEM的樂

趣，從而成為一個勇於嘗試、善於協作、敢於創新、樂於

解難的小小科學家。

「一飛沖天去！」經過六年級同學的合作
和精密計算，水火箭終於發射成功了！

二年級同學合力製作「家務
助理機械人」，他們真有科
學家的探究精神呢！

三年級同學小心翼翼地將「自動小遊艇」
放在水中，進行各項測試和修正。

四年級同學很努力地改良他們的迷你
吸塵機，希望可以增強「吸塵」效能呢！

五年級同學經過反覆計算和嘗試，終於可以設計出一個能夠清晰投射影像的
「立體影像投射器」。在設計的過程中，展現出同學努力不懈的精神！

「我們成功了！」看看一年級同學第一次參與
STEM活動，製作「趣緻禮物盒」時多投入和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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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活動

學校十分重視學生的多元發展，本年度安排各級學生

參觀不同的地方，讓他們運用課堂所學的知識，於體驗中

鞏固學習。

級別 參觀地點

一年級 八鄉消防局 百佳超級市場

二年級 衞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 城門郊野公園遊客中心

三年級 益力多工場 香港濕地公園

四年級 稻香飲食文化博物館 香港科學館

五年級 香港歷史博物館

六年級 香港立法會

三年級

一年級

難得有機會與救火英雄合照，Yeah!

同學在超級市場運用貨幣購物。

二年級

如何吃得安心又放心？
齊來看看吧！

郊遊樂，齊來愛護大自然！

大家有沒有在濕地公園
找到弧邊招潮蟹？

香港的飲食文化，
少不了「街頭小吃」！

常在電視遊戲節目中見到的「浮
球」，原來蘊含有趣的科學原理！

立法會初體驗，同學首次扮演議員，雄辯滔滔！

四年級

六年級
五年級

館內的許願樹及電車，
能讓同學體驗香港的特色。

原來益生菌對我們很有益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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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學習

為了擴闊學生的視野，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

並提升他們對澳門文化保育的認識，學校於去年11月

29日至12月1日為五年級學生舉辦了澳門三天文化保

育之旅。透過參觀、考察、遊蹤和小組匯報等活動，

讓學生了解澳門政府的文化保育工作，也透過三天境

外交流活動，讓學生學習自理和與朋輩協作交流。

澳門三天文化保育之旅

5A 鄧景浚
在澳門三天文化保育旅程

中，我最喜歡到澳門科學館參
觀，那裡有十二個展館，而「水
科學」展館讓我留下最深刻的印
象，原因是那裡不但讓我學到很
多關於水的科學知識，而且那裡
有很多互動遊戲，內容很有趣！

我覺得很高興，原因是我
在澳門看見很多世界文化遺產，令我獲益良多！

我很感謝梁主任，她辛勞地帶領我們小組進行了
三天的交流活動。

5A 余悅
在 這 幾 天

旅程中，有讓人
難忘的事情，也
有讓人覺得可惜
的。難忘的是我
們 參 觀 了 很 多

著名的景點，領略了不同地方的文化，其
中最讓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是澳門科學
館，在那裡我學習了很多知識，又可以玩
遊戲。可惜的是大賽車博物館由於裝修而
關閉，希望下次有機會參觀。

這次經歷真有趣！

5B 許天欣
在澳門三天文化保育之旅

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景點是澳門
科學館和觀光塔。科學館有很多
不同的展區，我最喜歡以水為主
題的展區，我們在那裡玩得很高

興。此外，在會旋轉的觀光塔裡，我們可以一邊吃東西，
一邊環迴觀賞澳門的風景，真有趣！

在這次旅程中，所有事情都要我們自己動手做，我覺
得這三天過得很充實，也讓我學會獨立。我真期待下次的
旅程呢！

5B吳卓翹
這次旅程讓我認

識很多澳門景點的歷
史。其中，最令我開
心的是可以在科學館
裡玩樂，那裡有很多
遊戲設施，我們都玩
得十分盡興呢！

當要離開澳門時，我感到十分依依不捨！

旅程完畢了，我最想感謝潘老師，原因是她十分
盡責，沿途一直照顧我和我的組員。

預備登船了，學生
都很期待呢！

這是科學館的特別展館「樂
高教育展」，也是其中一個
很受歡迎的展館呢！

每天活動後，學生齊集營地參加
反思會，為當天的旅程作總結。

學生在澳門科學館進行
科學探索之旅。

大家一起開心留倩影！

學生專心地聆聽導賞員講解，又認真地做活動記錄！

剛抵步，就立即參觀澳門著名景點
大三巴及進行各項考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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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學習

為了使六年級學生對中國歷史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學校於5月15日至5月18日帶領他們到北京參觀學習。

這次旅程雖然只有短短四天，卻豐富了學生的學習經歷。學生遊覽了故宮、天壇及國家體育館等名勝，更難得的

是，他們到「北京市忠德學校」參與體驗課堂，與當地老師和學生進行交流學習，兩地學生還有機會交流讀書心

得。另外，學生在旅程中既學會互相關愛，又學會獨立自主，確實獲益良多。

北京四天文化考察之旅

第一天
學校集合a乘航班前往北京a王府井大街

6A 周子晴 
這次旅程令我大開眼

界，也讓我品嚐了很多當
地的特色食品，非常感謝
學校為我們組織了這個活
動，令我有機會到內地學
習和體驗。

這次遊學令我最深刻的是學校交流活動，我們不
但與當地的同學一起上課，而且有傾談和交換禮物的
時間，我會把這次美好的回憶好好珍藏。

6B 梁樂晞
四天三夜的北京交

流，不但擴闊了我的眼
界，令我對祖國加深了
解，而且使我在自理方
面有很大的進步。

我很感謝老師帶領
和陪伴我們進行交流，

這幾天的所見所聞，是我在香港永遠都體驗不到的，這
些珍貴的體驗，我一定不會忘記。

登上航班，熱切期待北京之旅！ 既可以品嚐北京的道地美食，又可以為家人選購手信，同學都倍感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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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學習

第二天
與當地小學交流a故宮博物館a三輪車遊胡同a參觀四合院

第三天
天壇公園a欣賞雜技表演

第四天
奧林匹克中心廣場(鳥巢及水立方)a回程

參與藝術體驗課及與當地小學生一同上課，同學都非常投入。

坐三輪車走進胡同，體驗中國
特色建築，別有一番風味！

同學看到北京天壇公園的宏偉建築，感到非常興奮。 回程途中，大家都依依不捨。

同學都忍不住在「鳥巢」前留影。

第一次參觀北京的古舊建築，感覺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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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滿校園

敬師卡活動

親子傳愛活動

饑饉活動周

為配合本年度德育主題 —「關愛」，學校舉辦連串學習活動，讓學生從學習感恩，

到學會珍惜，然後推展至關心和愛護他人，期望學生都能成為榮神益人的好孩子。

學生與家長一起填寫敬師卡，送贈老師，感謝

老師對他們的栽培和關愛。

聖誕節前，學校舉辦親子傳愛活動，鼓勵

學生自製聖誕卡，並在聖誕卡寫上關心家人的話

語，然後送給家長，向家長傳達情意。活動又邀

請家長在閱過子女送贈的聖誕卡後，以欣賞及鼓

勵的話回應子女，活動促進正面的親子溝通。

學校邀請「香港世界宣明會」義工到校，為全校學生舉行講座及籌辦饑饉活動。學生透過講座、角色扮演及

體驗工作坊，了解國內貧窮人民的生活境況，並體驗他們挨餓的滋味，從而反思自己的生活態度，學會珍惜資源

及憐恤身處困境的人。

「

清淡一餐」活動

「

貧富一餐」活動

小一至小四學生體驗童工生活，
他們彎腰埋首蹲在地上辛勞地工
作，然後換來清淡的一餐(白麵包
和清水)，真不是味兒！

小五及小六學生先分組參加活動，在比
賽中落敗的組別，就只能獲得白麵包和
清水作為午餐，他們嘗到努力過後還是
落得飢腸轆轆的滋味，從而明白到幸福
並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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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滿校園

服務學習計劃
四年級學生於5月16日至5月23日期間，參加了服務學習計劃。在短短數天的培訓課程中，學生都獲

益良多，除了掌握到當義工的基本技巧外，還可以親身到區內長者中心進行探訪，實踐「回饋社會、關懷

別人」的精神。

同學積極地籌備探訪時的表演節目，又製作送贈長者的小禮物。

探訪當天，同學施展渾身解數為長者表演，節目有拉二胡、吹中國笛
子、彈奏夏威夷小結他、魔術表演及大合唱等，又贈送親手製作的小禮
物給公公婆婆，逗得老人家開懷大笑，現場充滿歡樂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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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通訊

本學年學校除了繼續舉辦由教育局資助的「成長的天空計劃」，為四至六年級的組員提供多元的學習活動

外，還舉辦了不同的輔導活動及小組，例如「成長小先鋒」、「黑暗中對話」體驗、升中適應講座……讓學生

透過不同的經歷，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掌握與人相處的技巧，有助學生健康地成長。此外，學校也為家長舉辦

了家長管教技巧工作坊，提供親子相處錦囊。

全

方位輔導活動

成

長的天空 家
長活動「與人相處的藝術」講座

透過講座，讓學生了解與人相處的
技巧，當面對衝突時，知所應對。

小四 — 再戰營會
透過「夜行」活動，建立對別人

的信任及挑戰自己！

「成長小先鋒」
透過不同的團體遊戲，讓學生
從中學習解難及溝通技巧。

「黑暗中對話」體驗
學生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館內，用手杖體驗視
障人士的生活，從而學會體察別人需要。

小五 — 戶外活動
組員根據自擬的購物清單準備物資後，

到大棠郊野公園，享受燒烤樂。

小六 — 分享會
學生與家長一起回顧過去三年參與
計劃的點滴，並分享學習成果。

「如何打造堅毅孩子」講座
教育心理學家譚穎知姑娘為家長舉辦講座，
令家長明白提升孩子學習動機的重要性，並

學習提升孩子學習動機的方法。

「迎接青年新世代  
做個父母新一代」講座

學校邀請了香港著名電台節目主持人麥潤壽
先生舉辦講座，家長在麥Sir生動的講解中，

定能學會與子女相處的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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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日

學校為老師安排了優質示範課、「STEM教育發展」工作坊、電影欣賞及反思等活動，以提升老師的專業

水平，提高學與教的效能。此外，學校亦舉辦「身份使命重尋」工作坊、冰皮月餅製作班及參觀生命教育農莊

等活動，以照顧老師的身心靈需要，致使他們能在教育的路上走得更穩妥。

優質示範課

「STEM教育發展」工作坊

教師的身心靈發展

為 了 裝 備 學 生 「 自

主學習」的能力和「學會

學習」的技巧及態度，老

師設計學習活動時，滲入

課前預習、電子學習等元

素，致使課堂呈現出「高

動機、高參與、高展示及

高回饋」的學習模式。

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助理教授李偉展博士先與老師分享「從科學教育到STEM教育」的訊

息，然後由香港常識科教育學會項目顧問黃志堅先生以工作坊形式，讓老師「動手動腦」從實際經驗中學習

如何在常識科課堂中滲入STEM教育。

透過欣賞電影《地球上

的小星星》及由香港教育大

學基督教信仰與發展中心主

任岑樹基牧師主持的「身份

使命重尋」工作坊，給予老

師空間淨化心靈。

五年級學生在學習
「立體圖形」時，
利用GeoGebra系
統驗證結果。 二年級學生在英文課堂中創作

短句，並即時在Padlet平台上
向同學展示自己的作品。

老師運用Kahoot平台作課堂鞏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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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支援

升中講座

英文面試班
課程由外籍英語老師設計，主要教授六年級學生

升中面試的內容及技巧，如自我介紹、回應問題、小

組討論及看圖說故事。課堂上，老師會運用講授、個

別指導、小組討論等模式，以提升學生的自信心，為

他們到中學面試作好準備。

學校於12月12日舉行了升中講座，邀請到區內四所中

學的校長蒞臨，為本校六年級學生及家長分享最新的中學資

訊，大家都獲益良多。

中華基督教會
基朗中學 

羅紹明校長

中華基督教會
基元中學 

陳俊傑校長

聖公會
白約翰會督中學 

王力克校長

區會聯校資訊日

升中適應工作坊升中模擬面試

學 校 安 排 六 年 級

學生，參加12月8

日 由 區 會 舉 辦 的

「創會百周年聯

校資訊日」，讓

學 生 深 入 了 解

區 會 各 中 學 的

特色，以便挑選心

儀的中學。學生更有機

會參與由中學校長主講的「升中入學

面試」講座，藉此提升面試的技巧和

策略，裝備自己迎接挑戰。

小 六 學 生 透 過 參 與 講

座，掌握適應中學生活的方

法，以迎接多姿多彩的中學

生活！

本年度的升中模擬面試已於1月

27日順利舉行，當日邀請了校友、

畢業生家長和家長義工擔任考

官，為六年級學生進行小組討論

及個人面談的模擬面試，希望學

生能透過是次活動為將要參加的

中學面試作最好的準備。

中華基督教會
方潤華中學
吳俊雄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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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真光

學校成立校友會的目的是維繫及增進校友與母校之感情，本年得蒙多位熱心的

校友會委員積極參與校友會工作，在5月5日舉行了「『真』開心無火煮

食比賽暨第七屆校友會常務委員會選舉日」活動。在活動中，校友

們不但可彼此認識，更可與親愛的老師共聚一堂，緬懷昔日的

快樂時光！另外，第七屆校友會選舉亦已順利完成，各校友

委員將繼續協力推動學校發展，為學弟妹謀福祉。

「真」開心無火煮食比賽暨
第七屆校友會常務委員會選舉日

校友與師長相聚一堂。

大家創意無限，製作
富有心意的便當。

第七屆校友會常務委員會順利成立。

恭喜無火煮食比賽勝出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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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無火煮食比賽勝出隊伍！

區會創會百周年嘉年華暨便服日

為慶祝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創會一百周年，學校於3月27日舉

行「慶祝區會創會百周年嘉年華暨便服日」活動，讓全校師生和家長

一同分享區會創會百周年的喜悅，又藉此讓家長與子女享受親子樂。

活動當日，學生先觀看一段有關區會歷史的片段，了解區會在過

去百年一直秉承「傳道服務」的宣教理念：邊配合政府政策和社會需

要提供教育及社會服務，邊傳遞基督真理。然後，學生在校園內參與

由老師精心設計，並由家長義工協助主持的攤位遊戲活動。全校師生

和到場的家長都盡興而歸，為區會踏入百周年倍添喜慶的色彩。

學生一起觀看有關區會歷史的片段，
了解區會在教育和社會服務方面的發展。

與老師合照，紀錄美好時光。

學生努力地利用大畫筆畫畫，充滿樂趣。

在校園裡也可一同享受親子樂。

限時一分鐘，未知會否挑戰成功？

能與同學一起參與活動，快樂又感恩。

家長義工細心地為學生講解遊戲玩法。

看看誰的眼界最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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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

全年家教會

送給媽 您媽 ！，母親節獻愛活動

活 花動 絮
家校親子旅行

家長義工

本年度的學校主題是「關愛」，母親節正是小朋友向家人表達關
心、感激的好機會，不少同學都會掏出零用錢來參加母親節獻愛
活動，把豔麗的康乃馨帶回家，送到家人的手上。

當天活動家長義工人才鼎盛，為學生
準備了精緻的母親節鮮花，送給家中
至親。看看他們的成果多豐盛！

學生一起觀看有關區會歷史的片段，
了解區會在教育和社會服務方面的發展。

與老師合照，紀錄美好時光。

下一位聖誕幸運兒是誰呢？

升中模擬面試考官大合照
運動會當天風和日麗，義工
們都戴上太陽帽，陪着小朋
友完成競技項目。義工們和學生在嘉年華會樂也融融！

8 月 小一迎新日介紹本會、招募新會員及擔任家長義工 

9 月 擔任午膳家長義工及舊校服義賣活動(一) 

12 月 參與聖誕節祝誕活動、協助場務工作、抽獎及贊助禮物 
家長學堂(與社工合辦)： 
「如何打造堅毅孩子？」 

1 月 擔任升中模擬面試考官及場務義工 

3 月 擔任學校運動會家長義工工作 
家長學堂(與社工合辦)： 

「迎接青年新世代 做個父母新一代」 

4 月 舊校服義賣活動(二)及家校親子旅行 

5-6 月 母親節、父親節獻愛活動 

7 月 校服回收活動及家長義工聯歡會

全年及其他 午膳監察、各活動家長義工、挑選來年午膳和校服供應商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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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

關愛暖在家
最近幾個月，偶有一些關於父母被孩子傷害的報導，讓人痛心。我們應如何避免慘劇發生？答案是教育孩

子正確、良好的關愛觀及品格。「關愛」能救回走偏了路的孩子。

和諧的家庭是孩子學習關愛最關鍵的元素，家庭成員要互相尊重和體諒，讓孩子學會關愛。家長更要身體

力行，關愛身邊的人4。在家裏，我們要好好照顧自己的父母，因為孩子以後將會以同樣的方法對待我們。這就

是身教。

如何鼓勵孩子關愛他人？有研究顯示3，口頭讚賞比實質的獎勵有效；而稱讚孩子的品格比稱讚他的行為更

為有效。在一項試驗中3，研究人員分別對捐贈玩具的小孩，作出了兩類型的表揚：

第一組──讚揚他們的行為說:「你把自己的玩具捐出，這樣做很好，這是一件善良的好行為。」

第二組──表揚他們行為背後的品格說:「你真是一個善良、樂於助人的人！」

其後，當小孩再有機會與他人分享物品時，第二組的小孩明顯比第一組的小孩慷慨得多。當孩子做出關懷

行動，父母稱讚孩子的品格，能幫助孩子們把慷慨內化成為自身認同，自發地向身邊的人表達關愛。 

讓孩子學會關愛，我們建議：

‧父母身體力行，樹立榜樣

‧讓孩子知道，當他關愛別人時，這行為會得到讚賞，同時父母也會為此感到欣慰 

‧制定一些關愛他人的小目標，讓孩子努力去達到 

‧可以讓孩子自己照顧寵物或種植花草來培養愛心 

我們希望培養一個關愛寬宏而善良的孩子。作為家長的我們更應積極主動地把正

確價值觀傳遞給孩子，讓孩子將家庭中學習到的關愛推至校園、社會及國家，使大家共

享和諧關愛。 

老師們在家如何提倡關愛？我們請來何妙玲校長及鄺明慧主任分享一下與兒女的互動。

愛 得護 到關懷與 你 都我 做

感動方程式：「關愛 =關懷 +愛護」
 大家最近有沒有向身邊的朋友、家人甚至陌生人表達關愛？  

一天，彎著腰的拾荒婆婆，在熙來攘往的馬路旁推著一車滿滿的
紙皮。一不小心，紙皮散落一地，婆婆一件一件地收拾起來。  

很多路人經過了，沒有伸出援手。不久，一輛私家車駛至，司機
和友人把車停在一旁，下車合力把紙皮收拾好，還叮囑婆婆要小心。  

你會袖手旁觀還是出手相助？只要我們把握機會，多做一點，為
別人多想一點，就會發現原來伸手幫助別人是既簡單又幸福的事！  

參考資料: 1) 教育局(2017年11月2日)，「培育關愛從家庭開始。」2) 亨利‧克勞德博士/約翰‧湯森德博士等著(2018)，《為孩子立界
線》，道聲出版社。3) 亞當·格蘭特(2014年4月15日)，《怎樣培養孩子關愛他人》。4) 陳進福(2016年10月8日)，《培養關愛和孝順
之心從家庭開始》。

當年女兒考DSE時，何校長會給她買早餐，並送上打

氣的便條，希望藉此表示支持及關心。平時何校長

也會透過WhatsApp提點女兒，此外，與女兒促膝夜

談，更是分享的黃金時刻。 

當女兒學業成績不如理想時，鄺主任

會多加了解及鼓勵。鄺主任很重視與女兒

的溝通，認為主動關心她的情緒及學校生活，

比起日常起居飲食照顧，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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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滿校園

關愛在社區

除此之外，老師亦會以身作則，營造和諧的師生

關係。老師會從學生角度，瞭解及尊重學生的思想及

其成長需要，與學生真誠地溝通及表達對他們的感受和期望；讚賞他們所付出的努力，令學生在良好的氣氛及

環境下發展潛能和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原來在學校關心別人是這麼容易的事，而且可以令校園更和諧。不如大家也動起來，踏出「關愛一步」

吧！讓我們全體師生和家長共同努力，一起建立關愛校園的文化。 

家校合作

 元朗區，其實有很多機會讓大家發揮力量和愛

心的。 

就探討小朋友如何為社會帶來關愛，我們電話訪

問了有份負責「色彩人生在元朗」*活動計劃的元朗

區社會福利署──策劃及統籌小組社會工作主任：麥

志堅先生。 

麥先生說：「做義工也有不同層次和程度的要

求，就小朋友而言，探訪長者及賣旗是最常見的選

擇。給兒童遊戲治療的玩具也得清潔和消毒，小朋友

也能勝任。但服務嚴重精神病患者的義工則需要接受

相關的訓練，小朋友則未必適合。」

麥先生再分享 ：「其實在學校的舊校服或舊

書回收活動，小朋友可以負責摺疊、簡單清潔及分

類，這些服務能讓小朋友體驗當義工，為社區作出貢

獻。」 

 又或是，社區上不少機構其實很需要義工的力

量，她們會在宣傳海報單張上呼籲招募義工。某天，

筆者的女兒在街上看見最近於元朗落成不久的盲人輔

導協會招募義工協助賣旗，她表示願意成為義工。於

是我們在網上搜尋方法報名，最後順利完成賣旗活

動。 

每一個社區，都很需要我們的愛與關懷。一個

人的力量是很薄弱的，希望這顆助人關愛的種子在小

小的心靈植根，之後一代傳一代，小朋友將來的小

朋友也會體貼和為別人著想，這麼，我們的社會便

更有盼望，更令人嚮往！大家不妨多留意社區裡的 

NGOs，想想可有用得著自己的機會！

 元朗真光小學一直舉辦很多不同的活動推廣關愛信息，如「成長的天空」、「母親節/父親節獻愛活動」、

「關愛填詞、標語設計比賽」等等。讓我們問問同學，大家在學校有甚麼關愛行動？

*自 2004 年起，民政事務局、社會福利署和NGOs (非政府志願
機構)，每年會協辦「色彩人生在元朗」的一系列社區活動，其中
有文娛節目表演、家庭探訪、家長工作坊、新來港人士分享會、義
工訓練課程等等。 

2B 蔣哲泓
我在學校會常常關心和幫助弟弟，因
為他平常也會幫助我。我們在一起很

開心。

3B 方祖喬
我在假期時，也不會忘記我的好朋友，
會買手信送給她們，因為朋友平時也很
關心我。她們覺得開心，我也會很開
心。因為她們是我最好的朋友！

4B 葉子祈 

我是風紀，在當值時看見同學跑，
都會上前阻止，因為我很擔心他們
會跌倒受傷，痛就會不開心。

6A 吳睿兒 

有一次，一位一年級的同學跌倒受傷，我和同學
便扶他到醫療室。我覺得大家是同學，我們應該幫

助他。他很快就開心起來，後來還向我道謝。「施比受更
為有福」這句話真是一點都沒錯，幫助別人後，我們會比
對方更加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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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我覺得是一樣很重要的東西，人與人之間只要有愛，一切都會變
得美好。由愛衍生的關心也很重要，有時候，一句簡單的問候，也會令
人感到無比窩心。 

我愛我的家人，他們是最重要的。當家人遇到困難時，我們便會
一起支持和鼓勵他，並一起想辦法解決，讓他知道人生路上並不是自
己一個孤單地走，而是有一個樂意陪伴著他同行的家庭，陪伴在他左
右扶持他。 

學校有很多不同的活動，也很需要愛和義工的幫助。有時間的話，
我一定會參與。只不過是付出少許時間，既可以幫助到學校活動的順利推
行，讓自己的孩子樂在其中，也能身教小孩子付出的重要。得到感謝時，自
己也感到滿足。真的樂此不疲！ 

為了讓兩個兒子學會獻出愛與關懷，從他們上幼稚園開始，我已帶著他們走到社區去賣旗
或探訪長者，這些都是很容易做到的義工服務。我希望他們能夠關愛家人和同學以外，也懂得
關愛社會，為社會獻出力量，做個有愛心的人。 

家
校
合 作

二
零
一八年七月

元朗真光小學家長教師會元朗真光小學家長教師會 訊訊會會

話

語

主席的

寄

6A張斈名爸爸 張柏浚先生
2008-2018家教會委員 

能夠幫助學校也就是幫助孩子！因
為我的專業是康樂管理，又擅長音

響和攝影，便想：把自己懂的貢獻給
學校，例如協助改善禮堂音響。我希望大家
保持樂觀的心態對待每件事，家校緊密合作
可讓學生和學校獲得最大的禆益。

時光飛逝，第十三屆家教會的任期即將屆滿，新一屆家教會委員將於新學年誕生！說到家校合作，又怎可

少了一直默默為學校出心出力的家長義工們呢！來，家長義工及現屆委員分享一下他們的感受！

6B陳建而媽媽 鄭麗華女士 
2009-2018家長義工

我最初參加家長義工是擔任午膳姨
姨、故事姨姨和協助孩子讀默寫的

義務工作。漸漸地，小朋友會認得我。每
當踏入課室時，他們便會很開心地叫着「故事姨
姨……」，這令我感到很窩心，付出都是值得的。
就這樣，不知不覺地擔當了9年家長義工。希望家
長們能抽空擔任家長義工，因為當孩子在學校看
見自己的媽媽，他們會很高興，而且對小朋友的
付出也會有回報。

5A蔡兆韋媽媽 李淑嫺女士
2012-2014 家教會委員及 
2014-2018家教會主席

我很榮幸能夠服務了三屆的家教
會，本人卸任在即，在此祝願新一屆
的所有委員都能合作愉快，繼續發揮家校合
作的精神！希望有更多有志的家長們加入家
教會，幫助推動學校及學生們的發展。

家教會會訊編輯：
陳婉詠女士、莊麗賢女士、余翠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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