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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二零二三年，首先祝願大家新一年事事蒙福，身體健康，主恩常在。

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年有幸能再次當選，並成為家長教師會主席，實在深感

榮幸！今年亦是我在基灣的最後一年，能第三次當選為主席，自己也給了自己更

大的責任和使命，希望經歷了三年疫情，在學校重回軌道的同時，家教會也能將

歷屆留下來的寶貴經驗和傳統，繼續傳承下去。雖然因為疫情，我跟另外兩位委

員都未能出席今屆的就職禮，實在感到遺憾。不過，就是帶著這份遺憾，更讓我

體會萬事互相效力的重要，有更多家長的支持和參與，所開展或推行的活動才可

順利進行，不用輕易受特殊的情況而影響。

過去十年，家教會的活動已步入恆常化，希望今年能步入鞏固期，恢復大部分疫情前的活動，這些活動，有的由

家教會主辦，亦有跟學校協辦的，包括：

1)	每年9月為小五和小六準備的中學家長分享會—邀請就讀非東區中學或直資學校的舊生及其家長，到校分享

面試準備、校園生活、課外活動等一手資訊，並解答參加者的提問，為升中作好準備；

2)	每年9月和翌年6月會回收及派發二手校服，既環保又能幫到有需要的家庭；

3)	 每年10月跟學校合辦小六學生升中模擬面試，讓學生為中學面試作實戰體驗，校方會根據面試評估表作回饋；

4)	每年2月會有的親子旅行，今年也會復辦；

5)	每年7月，由畢業班家長負責籌劃的小六畢業典禮，其他年級的家長義工會在畢業禮協助典禮進行，讓畢業生

有個美好的回憶；

6)	還有陸運會、聖誕佈置校園、元宵活動、數學遊踪、故事爸媽……

感謝過去日子，有一班為家教會各項活動出

心出力又不求回報的義工們，就因為你們的熱心參

與，加上學校的信任和支持，才能使每個活動順利

舉行。相信大家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一同營造愉

快的基灣校園。就如今年我在小一家長茶聚中所

講，不單止孩子要愉快學習，家長也要樂在其中，

能在基灣找到同行者，一定可以幫到家長更投入基

灣的校園生活，盼望在學校不同的活動中，能見到

大家，更希望家長們不分年級、不分彼此，一齊

「樂在其中」！	

家長教師會主席

莊珮嘉女士

(6D	鄧諾欣家長)

主席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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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一代又一代的基灣人

黃靜雯校長

每年的小一學位申請者中，都不乏本校的校友的子女。很多校

友都會因為身為「基灣人」(Keiwanian)而感到自豪。這亦引發我的

再思，甚麼是基灣人？除了在校的學生，其實家長、教師、校牧、

職員、校友、校長及校董等，都是基灣人，一起維繫及守護著基灣

良好的校園文化。

為甚麼「基灣」深受家長歡迎，師生有強烈的歸屬感？相信一

定與「基灣人」的特質有關。根據心理學家馬斯勞的主張，人有不

同層次的需要。從基本的「生理需要」，加上「安全感的需要」，

「歸屬感的需要」，以至較高層次的「自尊感的需要」和「成就感

的需要」。要這些需要得到滿足，我們可考慮下列三個實踐。

第一個實踐是：要被愛及愛人。在聖經上對愛的闡釋早有記載：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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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13:5-8）。若果大家都以此作行事為人的準

則，相信各人必感受到愛。

第二個實踐是：

要被認同及認同人，

或作接納人。大家

同在一個機構生活，是需要彼此尊重。學生與學生、學生與老師、學

生與家長、老師與家長……只有彼此尊重、互相認同、接納，大家的

生活才會過得愉快，過得輕鬆，過的日子才會開心。否則，大家只會

從相反的方向走，心裡常有不安，安全感盡失，心靈常是憂愁、掛

慮，對自己會出現疑問，甚至否定自己。心理狀態常有患得患失，這

樣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

第三個實踐是：要被讚賞及讚賞人，或作嘉許人。如果你能被人

欣賞、嘉許，你的生活必定是美滿、愉快。你每天必定帶著快樂的心

情和輕快的腳步上學。所以學校一直重視正向教育，鼓勵彼此讚賞，

為別人的生命作出鼓勵。

盼望大家都能繼續堅守以上三個實踐，充分體現基灣的辦學使

命「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攜手見證基督大愛」，為守護一代又一代的

「基灣人」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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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2A

班崔顥晴家長Eva，多

謝大家支持和信任，好

榮幸可以擔任今屆家教

會副主席，過去我曾參

與聖誕佈置，畢業統籌

小組，籌備新畢業袍等

活動。在參與中明白到

家校合作的重要性，希

望通過家校合作使學校

活動可以順利舉行，讓

我們的孩子能夠參與不

同的活動，也希望我們

的孩子有開心愉快的校

園生活。

副主席 鄧巧紅女士

（2A 崔顥晴家長）

大家好！我是4D黃予恩媽咪。很開心有機會透過今期

會訊跟大家打招呼。今年是第五個年頭成為家教會執行委

員，實在衷心感謝各位的支持和信任。盼望在疫情緩和而

生活漸趨復常下，今年能復辦更多的家校合作活動，令我

們的孩子對學校更有歸屬感並且在天父的愛中茁壯成長。

司庫 林換儀女士

（4D 黃予恩家長）

大家好，我是6D班劉澤淇家長Vivian。感謝

大家的支持, 讓我今年能夠繼續為家教會及大家服

務！今年在疫情放

緩及防疫管控放鬆

下，感恩小孩不用

再困在家上Zoom，

家教會亦可以舉辦

更多活動，請大家

踴躍參與，盼望能

讓小孩享受校園生

活及渡過開心又充

實的一年。預祝大

家新年快樂！

文書 劉娟娟女士

（6D 劉澤淇家長）

大家好，我是3D班

蕭煜林的媽媽。今年是我

第二年擔任家教會的委

員，並擔任文書職務，負

責編輯會訊。隨着疫情緩

和，家教會將會舉辦更多

不同種類的活動，希望

大家積極參與，多多支

持，盼望基灣學生能健康

快樂地成長。

文書 劉綺雯女士

（3D 蕭煜林家長）

Salom平安！我是Zoe，1D班陳熙迦的媽媽！我本身是一位

牧師，很榮幸今年可以成為PTA的康樂，幫忙安排學校旅行和

各項活動！

能看見孩子的成長是父母最滿足的事！希望大家可以踴躍

支持參與學校和PTA所辦的活動，使家校之間彼此更明白和合

一！期盼父母跟孩子都可以樂在基灣，學在基灣！

康樂 張敬雅女士

（1D 陳熙迦家長）

新委員寄語新委員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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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1C陳祈恩媽媽Crystal。今年是我第

一年成為家長教師會委員，期望能夠發揮自己所長，透

過家校合作，令家長和學生有愉快及難忘回憶。

聯絡	胡珮賢女士

（1C	陳祈恩家長）

本人在教會中熱心事奉，亦曾經是教師。現在是

從事樹木康樂園境的工作。今屆我希望盡心盡力為學

校家教會服務。成為學校和互相溝通的橋樑。家校合

作，令老師、家長、學生的努力不止是一加一加一的

結果，而是會事半功倍，令大家努力的成果倍增。

聯絡	翁偉豪先生

（1C	翁頌熙家長）

我是2D吳岱羲的父

親，曾參與小六升中學模

擬面試活動，有幸擔任家

教會學術一職服務各位，

促進家校溝通和合作。冀

透過舉辦各種有趣又具教

育意義的活動，促進同學

們學習的興趣和主動性，

讓他們自主學習、愛上學

習，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學術	吳嘉倫先生

（2D	吳岱羲家長）

大家好，我是1A班梁珀麒家長Annie，有幸今年

成為家長教師會委員，擔任福利一職。期望今年能協

助舉辦更多類型的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生活，及為

小朋友和家長營造一個開心愉快的校園環境。

福利	梁倩兒女士

（1A	梁珀麒家長）

大家好！我是5C班蔡浠慈媽媽，Kathy。感謝大家的支持，讓

我可以再次成為家長教師會委員之一，我會繼續和其他委員攜手合

作，積極統籌及參與家教會各項活動，盼望今年更能做好家校溝通

橋樑的角色。

康樂	張少梅女士

（5C	蔡浠慈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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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在10月28日舉行一場家長講座。題目為【健康與你—中醫保健養生篇】，講者是校友黃詩韻博士（註冊

中醫師）。不少早期新冠肺炎患者痊癒後，出現不同類型、不同程度的後遺症，這些後遺症被稱為「長新冠」。黃博

士當日和大家分享了「長生冠」湯水食療及穴位按摩小貼士。

(一) 長生冠食療湯水建議
清補涼瘦肉湯

(二) 穴位按摩簡介
黃博士指出，按壓

頭頂正中的百會穴，可

以提神醒腦，幫助增強

記憶力及集中力。如果

想孩子長得高，按湧泉

穴能促進身體的血液循

環，刺激生長發育。

在問答環節，家長們都積極提問，反應熱烈，大家都獲

益良多。是次講座黃博士還貼心地預備了「疏肝消脂茶包」和

「明目安神茶包」派發給大家回家品嚐呢！

17/9 派回收校服17/9 派回收校服

家長講座家長講座

其他活動剪影其他活動剪影

湯水材料

太子參、

沙參、玉竹、

淮山、百合、

蓮子、芡實、

薏米、瘦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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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中學家長分享會24/9 中學家長分享會

22/10 升中模擬面試22/10 升中模擬面試

25/10 小一校園遊踪活動25/10 小一校園遊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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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家長茶聚11月 家長茶聚 11月 故事爸媽11月 故事爸媽

5/12 聖誕佈置5/12 聖誕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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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家長教師會 2022-2023 度財政預算

             HKD

收收入入

2021/2022年度結存 21,983.65

第53屆畢業生畢業袍 5,250.00

2022/2023 年度會費 (551名會員，每位 60 元正） 33,060.00

收入總計 60,293.65

支支出出

1 學生福利

2022/23年度閱讀獎勵計劃 (書券) 8,400.00

津助學生活動 20,000.00

2 印刷費

出版家長教師會簡訊 (60期 及 61期) 8,000.00

3 活動

親子旅行 6,000.00

親子小組活動 10,000.00

4 發展家長教師會會所 2,000.00

5 更新家長教師會網頁 2,000.00

總額支出 56,400.00

結餘 3,893.65

職位 家長代表 校方代表
主　席 莊珮嘉女士（6D	鄧諾欣） ***********
副主席 鄧巧紅女士（2A	崔顥晴） 黃靜雯校長
司　庫 林換儀女士（4D	黃予恩） 郭宇田副校長
文　書 劉綺雯女士（3D	蕭煜林）、劉娟娟女士（6D	劉澤淇） 吳湖生主任
康　樂 張敬雅女士（1D	陳熙迦）、張少梅女士（5C	蔡浠慈） 謝寶恩主任
聯　絡 胡珮賢女士（1C	陳祈恩）、翁偉豪先生（1C	翁頌熙） 蘇世恩姑娘
學　術 吳嘉倫先生（2D	吳岱羲） 江詩明主任
福　利 梁倩兒女士（1A	梁珀麒） 呂　靜主任

第二十九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名單第二十九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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