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05年度第一次本會簡訊又
跟大家見面了！雖然班底變更了，

但仍然秉承過去之精神，為家長們

表達意見及協助學校，以發輝互助

互愛的美德。 
 
            本會資源中心已重新開放，
歡迎各家長攜帶會員証借閱書籍、

錄影帶等資料。資源中心由本年初

開始運作至今稍見規模，惟未算完

美。本會歡迎各家長給予寶貴意見

以達盡善盡美。另徵求捐贈對學生

或家長有裨益之書籍、VCD、DVD
等以豐富資源中心，有心者請將捐

贈物件放在資源中心外之還書箱

內。 
 
            於本文面世前，因著籌備簡
訊及其他事項而與委員及義工家長

們進行了數次小組會議。看見各人

積極參與及提供意見，使到我十分

感動及開心。他們的支持代表了對

學生及學校的關心，相信他們將會

是來屆家教會之中堅份子。只要有

你們的支持，我們會做得更好。 
 
            聖誕節將至，預祝各位聖誕
快樂，生活愉快！ 
 

家長教師會主席 
薛龍江先生 

(5C 薛浚暘家長) 

劉校長頒發委任證書予薛龍江先生 

主席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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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  



由 70年代開始推

行一、二年級活動教

學，至90年代之目標為

本課程及跨學科課程設

計活動等，本校都積極

參與，藉以讓學生可以

從不同的學習經驗中，

得到更全面之發展。至

2004學年，更全面地推

行與實踐不同之課程設

計工作。其中包括右列

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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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ct 30, 
2004, we had a 
fantastic time at 
the �English Fun 

Day�!! 

課程目的 教學對象 上課時間 有關科目 是否全班參與 

是 否 

1. 拔尖課程 透過活動，培養資優學生； 三至六年級，

每級挑選不多

於12名學生參

與； 

逢週一至週三

下午2:00-2:40 
中文 

英文 

數學 

 ! 

2. 鞏固課程 透過校本「鞏固課程」，鞏

固及加強訓練學生之已有知

識； 

二至六年級，

每級一至兩

班； 

逢週一至週三

下午2:00-2:40 

中文 

英文 

數學 

!  

3. 專題研習 透過全方位式的教學活動，

培養學生多種共通能力及掌

握不同之學習策略； 

五六年級全體

學生 每週一節 跨學科 !  

4. 圖書課 透過圖書閱讀，掌握不同之

知識，提升學生之閱讀興

趣； 

全校 每週一節 跨學科 !  

5. 語音課程 透過校本語音課程設計，讓

學生掌握普通話及英語拼音

方法，加強有關之學習能

力； 

全校 每週一節 
普通話 

英文 
!  

6. 成長課 透過校本德育課程，培育學

生良好品德修養； 
全校 每週一節  !  

課程類別 

本年度整體課程改革 

English Fun Day 



本 會在眾會員支持下已於十月九日順利完成就
職典禮。是屆委員有從事於醫界、工商界、會計界、

保險界及家庭主婦等，各委員必發揮個人專長推動及

發展會務。 

 

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 

執行委會員名單 

主席   : 薛龍江先生（5C 薛浚暘家長） 

副主席 : 許  戈女士（3D 何穎彧家長），劉惠明校長 

文書   : 吳雅儀女士 (2C 雷漪晴家長) ，盧燕芬老師 

司庫   : 王  琳女士（1C 林曉欣家長），鄭寶玉老師 

聯絡   : 鄧秀珍女士（3C 鄺芷瑩家長），朱安麗主任 

康樂   : 陳瑞芬女士（1B 黃悅希家長），鄒達成主任 

委員   : 梁敏儀女士（1C 李銘勤家長），梁美華老師 

          尤雷穎女士（1C 侯卓翎家長） 

          蘇沁潔女士（1D 陸  恩家長） 

          溫偉賢先生（1D 溫嘉權家長） 

          鄧詠梅女士（3A 陳樂行家長） 

          蔡宗輝先生（3B 蔡學殷家長） 

          林志威先生（3B 林伯軒家長） 

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簡訊 

家長教師會講座 

於 
十月九日 (星期六)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的

家長教師會講座 ��「培養兒童責任感及自制能

力」，由龍麗華女士（輔導學碩士，有十年教學

及輔導經驗，現專長成人培訓及家長EQ，兒童學

習訓練班等。）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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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信大家都得悉本校高年級詩班和管樂隊於今年暑
假前赴海外參加交流演出和比賽。而且詩班於德國不萊

梅舉行之「第三屆奧林匹克合唱大賽」的初賽中獲金

獎，決賽中獲銀獎；於雲南昆明舉行之「第三屆中國童

聲合唱節」的比賽中獲金獎，另外更獲優秀指揮、優秀

鋼琴伴奏、優秀組織及優秀輔導獎項。能夠得到如此佳

績，實在令人鼓舞及驕傲！故本期會訊訪問了當中部分

隊員，讓大家分享他們參加交流活動的苦與樂！ 

              在此多謝各隊員及家長提供的資料，礙於篇幅所

限，只揀選了精釆部分刋出。 

為何參加交流活動？ 
湯港欣：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出國旅行呢！ 

何樂天：因為我想增廣見聞。 
鄧諾行：因為我希望可以參加兩年一次的管樂節，另外

希望能增加對韓國的認識。 

 
訓練經過及感想  
廖淇鈞：訓練過程雖然辛苦，但成果所帶來的喜悅是無

可比擬的。 
黃恩寧：雖然花了很多時間來訓練，但我覺得是值得

的。訓練時，指揮講了許多感人的笑話。 
黃曦彤：訓練期間當然有開心和被駡的時候，但總括來

說，也有一點辛苦吧！ 
 
訓練時間會否影響日常生活的時間？如有，怎樣編排？ 
劉奕晴：盡量爭取時間做功課和休息。 
黃恩寧：減少了看電視和玩耍的時間。 
吳芷穎：早上做功課後便練習，隨後休息一會再繼續，

訪問海外交流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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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晚上多是用來趕功

課。 

 
對當地文化及其他隊伍的體會 
劉奕晴：在三地中，印象最深

刻的是德國不萊梅，

那裏的人生活清閒、

寧靜，風景很優美。 
袁靖貽：我覺得德國和昆明的人都很熱情，歌唱水準也

很高，即使我們在香港唱得再好，在外國也是十

分渺小。 

黃曦彤：每個國家的隊伍都有不同的演譯方法。 

 

 

 

 

 
最開心／有趣的事情 
黃曦彤：在韓國的時候，有一頓飯朱主任要我們把蛋全

部吃完，但呂思豪同學敏感，所以要吃魚頭。 
鄧諾行：有一次，我們和其他的參賽隊伍在市中心巡

遊，在那次，我覺得非常好玩，雖然很累，但也

很開心。 

  

姓名  班別  
德國不萊梅

【合唱】 

雲南昆明

【合唱】 

韓國濟州

【管樂】 

何樂天 4D     ＊ 

李嘉熙 5D ＊   ＊ 

黃恩寧 5D     ＊ 

袁靖貽 6B ＊ ＊   

吳芷穎 6C     ＊ 

黃曦彤 6C ＊   ＊ 

廖淇鈞 6C ＊     

湯港欣 6D ＊ ＊   

劉奕晴 6D ＊ ＊ ＊ 

鄧諾行 6D     ＊ 

暑假時曾參加之海外交流活動  



 

 

 

 

李嘉熙：在樂天世界裏「吃」食物，不是「玩」遊戲。 
湯港欣：到Space Park遊玩。那裏可以讓我盡情地玩，例

如過山車、跳樓機等。又可以買紀念品！還有吃

美味的雪糕呢！ 
 
最難忘的事情 
劉奕晴：在德國旅館的窗外發現了一隻大蜘蛛，嚇得我

和同房的師姐整晚都睡不着。 
吳芷穎：到樂天世界大玩一頓。 
袁靖貽：送別六年級同學的時候，每個人都哭成淚人。

﹝因六年級同學要提前回港領取小六派位結果﹞ 
 
最辛苦的事情及如何克服 
何樂天：有一天，我們要到街上參加大巡遊。唯有支持

到底。 

廖淇鈞：當地的食物不像香港的食物，所以不習慣。為

了填飽肚子，只好照常進食。 
鄧諾行：比較早起床。盡量和同學談話，忘記自己的睡

意。 
 
是次活動之得益 
湯港欣：可以體會德國的風土人情，也令我感到團結的

重要。 

李嘉熙：可以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黃恩寧：學會很多當地的文化和怎樣說韓文的「早

晨」。 

吳芷穎：認識更多當地的歷史和文化。 

 

是次活動付出的時間是否值得？ 會否再參與類似活動？ 

各人都異口同聲的表示非常值得。而且表示會繼續參加

類似活動，藉以增加自己的知識和經驗。 

 
參加者父母的感想及意見 
廖淇鈞：從照片裏一張張的笑臉中可以窺見德國之行對

孩子來說，是一段寶貴的經驗，難忘的是女兒從

德國回來那天，我打開她的行李箱，驚覺比出發

前收拾的還要整齊漂亮，令我開心不巳。女兒自

德國回來後，不單是一面師生共同努力得來的獎

牌，還有一段美麗的回憶和一只打開會發亮的行

李箱…… 
 何樂天：很多時間都是與其他家長一起，雖然如此，但

深深感受到「韓國濟州的家長交流團」增加我對

學校及高年班同學生活的認識，現時大家見面也

有打招呼，感覺很好…… 
袁靖貽：沒料到女兒能夠參加海外交流，一來年紀小從

未離開過父母遠行，當時內心非常矛盾，但回想

今次亦是鍛鍊她和學習照顧自己的時候，甚至可

以與同學互相照顧、相處和欣賞觀摩別人的歌唱

技巧，總括來說是得益良多。 
李嘉熙：當孩子回來後提及海外發生的一些瑣事，我發

覺原來他真的可以照顧自己，並非我想像中的那

麽幼稚，在短短五年的小學生活裏，竟然有如此

多姿多釆的體驗，真的要多謝校方的悉心安排，

只要有機會，我必定讓孩子繼續參加類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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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和家長教師會每年都舉辦不少的活動，這些活
動得以順利進行，除了老師和學生們的努力外，背後還

有一羣默默耕耘的功臣──義工家長們。今期，我們訪

問了幾位經常擔任義工的家長，包括洪李凱怡女士（3B

洪梓華家長）、何陳玉鳳女士（3C何雅文家長）、朱謝

淑蓉女士（2C朱彥如家長）、陳太和林太。 

 

各義工曾參與不同的義工工作，包括： 

家教會資源中心籌備工作、資源中心當值工作、校舍

佈置（聖誕節、新春、開放日）、活動義工（運動

日、遊戲日、開放日）、圖書包裝……等等。 

 

為甚麽你們會參與義工工作呢？ 

朱：希望用空閒的時間做一些有意義的工作。 

陳：為孩子做個好榜樣，盡點心回饋學校。 

洪：想藉此加深認識學校的運作和方向，協助小女適

應學校生活。 

林：剛開始是為了消磨時間和多些了解學校的運作方

式，現在反而讓我增廣見聞。 

何：時間選擇方面可以配合。又可多接觸家教會事

工，幫助家教會部份義務工作，以配合整體工

作。 

 

有甚麽地方需要改善呢？ 

何：家教會委員可以多些與各家長聯繫，例如：舉辦

一些短時間又輕鬆的小型聚會。藉著該類聚會增

進委員與各家長及義工們之間熟絡感及建立友

誼，傾談子女在學習上困難以及分享心得。 

洪：可以作問卷調查，深入了解各家長之長處，好好

運用在義工工作上，或加設更多項目，使更多家

長可參與工作。除義工工作外，亦希望家長們能

有多些聚會的機會，以認識各人的長處，在工作

上可以更協調及投入。 

林：希望更有組織，現在還不夠完整。 

朱：一些需要較多義工參與的工作，如聖誕佈置，事

前應安排小組统籌工作，計劃好當日的分工，與

學校的活動時間和人手彼此協調，而高空及粗重

工作若有男士們參與會更理想。 

何：遊戲日家長若能輪班當值（如分上下兩場），便

義工家長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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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時間陪伴自己的孩子，不致損失了親子的

時間。 

 

有何感想？ 

何：多參與、多明白、多體諒、多接觸、多了解，少

磨擦、少冷漠，學校、老師、家長及學生都得

益。 

陳：很開心，自己有存在的價值，自信心提高。 

洪：在當義工過程中，有機會接觸老師、校長，認識

到他們作事的手法，減少對他們誤解。 

林：大家相處既愉快又有默契。 

朱：在空閒的時間能夠為自己子女的學校貢獻綿力，

又可以進一步了解學校的運作，相信在家校合作

下，對子女的學業及成長均會有好處。 

 

有甚麼得益？ 

何：明白家教會的工作範疇。學校與家長之間更能互

相了解對方之立場。從參與中亦知道學校的工作

繁重，明白學校老師及家教會的投入和合作是何

等重要和美好的。 

朱：認識了很多不同年級的家長，彼此溝通；另一方

面，擴闊了自己的社交層面。 

陳：無窮，學到很多各種的知識、團體精神。 

洪：認識了許多家長朋友，交流湊仔心得，有助改善

與子女溝通。從多方面了解小朋友在學校的生

活。小朋友知道自己為學校作義工，對學校亦有

歸屬感。 

林：可以認識很多朋友和知識，受益良多。 

 

其他意見 

何：除書籍外，希望在家教會資源中心內增設視聽器

材，及買一些親子或教導子女的影碟和光碟，讓

家長們除了在資源中心閱讀外，亦可使用耳筒收

聽及收看有興趣的資訊。 

朱：希望日後學校增加多些活動，以便家長們有更多

的機會參與。 

洪：家教會可主動聯絡校方，協助整理小事務。如：

課室圖書館內的圖書包裝，許多均需重新整理。 



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 

十二月四日（星期六） 

家 校合作良好及愉快是一所成功學校的最基本要
素。學校為提高與家長更緊密之聯繫，現正籌備出版本

校的電子報『基灣校園電子報』，內容包括學校最新發

展，各項校內校外活動或比賽消息，校園學生生活剪影

等，使大家能透過電子郵件第一時間知悉學校各項消

息。『電子報』將會通過已登記之電郵地址寄給各電子

報 訂 戶。如 家 長 有 興 趣 訂 閱。可 登 入 本 校 網 頁          
http://www.ccckeiwan.edu.hk登記有關資料，即可透過平
台獲知本校各項最新動向。 
                                                                      基灣資訊科技組 

『基灣校園電子報』 

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簡訊 第7頁 

家長教師會親子教育日營 



                                                  總數                           百分比 
                                       03-04年度     04-05年度            03-04年度         04-05年度 
收回問卷                         512          446 
 
1.      服務質素 
         非常滿意                 31            23               8.1%             6% 
         滿意                         185          170             48.6%           46% 
         一般                         134          113             35.2%           32% 
         不滿意                     22            13               5.7%             4% 
         非常不滿意             8              5                 2.4%             1% 
         不適用                     -               42               -                    11% 
 
2.      校車質素 
         非常滿意                 13            11               3.5%             3% 
         滿意                         152          117             41.2%           32% 
         一般                         178          157             48.2%           43% 
         不滿意                     19            22               5.1%             6% 
         非常不滿意             7              8                 5.5%             2% 
     不適用                     -               51               -                    14% 
 
3.      服務態度 
         非常滿意                 22            15               5.9%             4% 
         滿意                         167          149             45.3%           41% 
         一般                         151          119             41.0%           32% 
         不滿意                     13            22               3.5%             6% 
         非常不滿意             15            13               4.3%             4% 
     不適用                     -               48               -                    13% 
 
4.      校車接送地點是否足夠 
         足夠                         366          308             87.5%           84% 
         不足夠                     52            41               12.5%           11% 
         沒作答                     -               17               -                    5%
                                                                              
5.       現行路線是否需要增加 
          需要                     32                38               8.4%           10% 
          不需要                 351              298             91.6%         82% 
          沒作答                 -                   30               -                  8% 
 
 
 

                                                 總數                            百分比 
                                      03-04年度      04-05年度              03-04年度        04-05年度 
 
 
6.       校車的理想乘載人數 
          56人(大巴)             203          185              48.6%        51% 
          24人(中巴)             214          158              51.4%        43% 
          沒作答                    -               23                -                  6% 
 
7.       校車的理想褓姆人數 
          1人                          262          233              62.8%        64% 
          2人                          155          113              37.2%        31% 
          沒作答                    -               20                -                  5% 
 
8.       校車服務的價錢 
          非常滿意                3              3                  0.7%          1% 
          滿意                        64            59                16.8%        16% 
          一般                        212          187              55.6%        50% 
          不滿意                    65            46                17.0%        13% 
          非常不滿意            37            24                9.9%          7% 
          不適用                    -               47                -                  13% 
 
9.       是否願意付出較高價錢以改善質素            
          願意                        74            61                18.0%        17% 
          不願意                    338          286              82.0%        78% 
          沒作答                    -               19                -                  5% 
 
10.     如願付出較高價錢以改善質素願意多付百分之幾           
          百分之十                73            64                69.0%        17% 
          百分之十五            14            14                13.0%        4% 
          百分之二十            18            6                  18.0%        2% 
          不適用                    -               282              -                  77% 
 
註： 
1) 所收回問卷中，其中有80份作廢問卷 (因沒有乘搭校

車)，366份有效問卷(當中44份有提出意見)。 
2) 家長意見/提議已轉達「新光校車旅遊巴士公司」及

得到回覆，但因篇幅所限，未能盡錄，詳情請參閱
本中心之報告板或於家教會網頁查閱。 

校車問卷調查報告分析 

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簡
訊 

本簡訊歡迎在家教會網
頁下載 

http://www.ccckeiwa
n.edu.hk/ 

家教會在此特別呼籲各家長
能給與我們更多的意見；無
論以書信、電郵或其他的方
式表達，家長們的寶貴意見
對家教會來說都是一種鼓勵

及支持。 
會址： 香港筲箕灣愛信道39號 
電郵： pta@ccckeiwan.edu.hk 

編輯小組成員：  

薛龍江先生 

雷吳雅儀女士 

鄺鄧秀珍女士 

陸蘇沁潔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