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四屆家長教師會  2017-18 年度 (第五十期) 

 
    步入二零一八年，首先祝大家新年蒙福，主恩常偕，身體健 

康，仔仔女女們學業進步！ 

    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年有幸能成為家長教師會主席，為大家 

服務！由於上屆有大部份的委員也是上學年六年級的學生家長， 

又或已任滿三年，今年需休息一年，故此，今年度的家長教師會 

委員有著不少新面孔的加入，當然也有些是舊委員又再次當選的。 

這個新鮮的配搭加上新校長的到任，今年的家長教師會的確是一 

片新氣象，亦希望能帶來一些新思維，當然最重要就是各位家長 

會員落力支持，讓今年度的各項事工開展更順利。 

    雖然只是就職了短短兩、三個月，但所舉辦或參與協辦的學校活動已是多不勝數。十月份已為今

年小六學生舉辦了“升中模擬面試”，共有過百名小六學生參加，參與的家長義工人數也超過 50 位，

著實為小六學生提供了一次寶貴的經驗，亦讓他們為升中作更好的準備。除此之外，亦要感謝各家長

抽空參與擔任義工，讓學校所舉辦的活動，不論是陸運會、校友日、數學遊蹤，以致聖誕頌歌節和聖

誕佈置校園等也能順利完滿結束，當然家長所捐贈的聖誕禮物，亦是今年重要的活動之一，希望下年

度大家繼續支持。而下學期，仍會有元宵燈謎、遊戲日、親子大旅行、回收校服等活動需要大家的鼎

力參與，而重頭活動──畢業典禮暨惜別會，更是需要大量的義工人手，希望家長的熱心參與，能讓小

朋友感受到大家對“基灣”之情，同樣也是對小朋友的支持！ 

    而今年舉辦的家長講座亦作了些新安排，除了邀得狄志遠博士來主領講座外，更會舉辦三次不同

的講座，2017 年 11 月 10 日已經順利舉辦了主題為『正向心理學』的講座，家長出席後都覺得獲益良

多；而下學期將會分別舉辦兩次講座，分別為 2018 年 4 月 27 日的『情緒和壓力爆煲，如何拆解？』，

是次講座對象為高小家長，而 2018 年 5 月 4 日的『我家有個主動學習的快樂兒童』則是對象為低小

家長，當然，如果家長對以上兩次的講題均有興趣，非常歡迎大家出席，詳情可留意日後公佈。 

    今年我的大仔就讀小六，要面對升中的挑戰，而細女今年入讀小一，要適應小學的新生活，其實

對我而言也是新的挑戰。作為家長教師會主席，我希望可以照顧不同年級的家長需要，做好家校溝通

的橋樑，如果各位家長希望多分享多了解，不妨在星期六的早上到家教會資源中心，與家教會委員和

當值義工彼此認識，亦可與其他家長作交流和分享。 

 家長的積極參與，其實也是對仔女在基灣的支持，盼望在學校不同的活動中，能見到大家！ 
家長教師會主席 

莊珮嘉女士 
(1B 鄧諾欣／6D 鄧諾謙家長) 

歡迎下載 http://www.ccckeiwan.edu.hk  會址：香港筲箕灣愛信道39號 電郵：pta@ccckeiwan.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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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賽梅女士(6C 陳睿祈/ 3B 陳祉揚家長)、林雁儀女士(5C 温健朗家長) 

我們的新校長黃靜雯已到任四個月了，不知道家長和同學對校長的印象如何呢？相信大家都想更深

入認識新校長，所以今期會訊特意專訪黃校長，希望從家庭、宗教、興趣和工作這幾方面，讓大家多些

瞭解她鮮為人知的成長背景。 
 

，黃－黃校長 
 

黃： 我在家中排行最大，有兩個妹妹。自小，我已學懂照顧較我年幼五六年的妹妹們。 

我的父母雖然學歷不高，但十分重視子女的栽培。閒時，母親喜歡帶我們三姊妹到圖書館看圖書，

到博物館去參觀，到社區中心去上不同的興趣班，又當義工等，就是鼓勵我們多學習。我們喜歡學

習什麼，母親就是鼓勵我們，我們就是在這種自主學習中渡過童年，可能正是這樣，薰陶了三姊妹

日後都分別當上中、小、幼的教師，繼續終生學習。 

 
 
 
 
 
 
 
 
 
 
 
 
 
 
 
 
 

黃： 我的丈夫從事資訊科技的，我們有一位剛滿一歲大的女兒，名叫謝樂恩，名字取自聖經中的金句

『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上帝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撒羅

尼迦前書 5章 16 至 18 節》。我們夫婦希望她的人生充滿喜樂，擁有一顆感恩的心。 

另外，我們家還有一位成員，就是一隻九歲大，名叫「叮叮」的家貓，牠原是一隻流浪貓，就在牠

兩三個月大左右，我們把牠領養回來的。牠很有人性和母性的，有時候小樂恩在房間哭醒了，牠就

趕快從房間跑到客廳，不斷發出叫聲「喵！喵！喵！」，好像叫我們夫婦快點去看看小樂恩。更試

過拍打弄哭小寶寶的人！ 
 

黃： 成長中的挑戰是父母給予我們的最珍貴禮物。我自小學的時候，父親便要到內地工作，一個月才回

港兩三天。我身為長女不但需要幫助母親照顧兩位年幼的妹妹，更要幫手處理家中的大小事務。有

一次，我們要搬家，可是父親不在港，搬家的大小事務就由我一手包辦，我邀請幾位中學同學幫忙，

用了一天，將全屋家具親自搬到新居。而從未學過裝修的我，竟敢親自負責各項裝修工程。當時只

知作為姐姐，我有感必須辦好這件事，好讓父親放心。 
長大了，回頭看這件事，讓我發現朋友是十分重要的，而我更沒想到這經驗實在是難得的學習機會

和生活體驗，亦成為我童年時光的美好回憶。 

小學五年級的黃校長， 
由黃媽媽替她在公園拍攝的。 

攝於去年黃校長生日， 
當時她的女兒樂恩已三個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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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我的興趣廣泛，我小時候曾學習繪畫、舞蹈、游泳、編織、長笛、各類球類活動，甚至烹飪等。我

自小喜愛閱讀，閱讀幫助我擴闊視野。長大後，我尤其愛讀有關教育、正向心理、輔導以及與信仰

有關的書籍。 

另外，我最喜歡的就是聽各類型的音樂，以及唱歌，有時更在教會獻詩。而且，我更十分喜愛烹飪，

時常會烹調不同的新菜式與家人分享。很多時候，現在與家人共聚時，我更和爸爸、妹妹們大玩童

年時至愛的大富翁、Scrabble 及 Rummikub 等桌上遊戲。 
 

黃： 在我小六升中選校時，我心裡十分憂慮，那時，我雖然未信耶穌，但也嘗試向著天空，誠心祈禱，

讓我入讀心儀的中學。主耶穌看顧世上的人，雖然祂並沒有直接應允我的禱告——反而讓我入讀了

另一所中學，但主的恩典奇妙，我就在那裡遇上了一位基督徒老師，邀請我參加教會的聚會，使我

認識主耶穌。很快，在中一時，我決志相信主耶穌。後來我回想，原來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祝福！ 

之後，我就把主耶穌的信息帶回家，像一個小小的傳道人一樣在家為妹妹們做了一個小小佈道會，

妹妹們都隨後信主了。 

教會的生活多姿多采，我當時每星期日恆常出席教會聚會，並參與不同的康樂活動，讓我在充滿喜

樂的環境中成長。每天上學前，我更會在公園閱讀聖經，與弟兄姊妹們一同祈禱。常常帶領我和年

輕的弟兄姊妹們查經的是我的學姐學兄，他們每天很早就在公園等候我們一班小同伴，許多時候公

園有很多蚊子，查完聖經後，往往大家才發覺自己的小腿都被叮得癢癢的。我看見學姐學兄們持之

以恆的無私服侍，這些快樂的片段，正是成為我人生中重要的裝備。 

聖經中實用的金句，更讓我日後滿有信心和智慧，讓我面對人生不同的挑戰。我自小培養的禱告習

慣，亦使我明白自己的限制，必須依靠神，以服侍人的心態去工作，才能承受工作帶來的種種壓力。

現在雖然長大了，但我仍然在信心及智慧方面有不足，仍需要求神繼續幫助及引導，使我以謙卑的

心遵行神的旨意。 
 

黃： 我還記得在八歲那年，我的媽媽問我將來想從事哪一個行業，當時的黃毛丫頭竟然說要立志成為一

位「十項全能」的老師。要當老師，這可能是我自小受到媽媽的影響，媽媽在照顧我們三姊妹的同

時，在晚上還會抽時間上夜校增進知識，她的好學不倦的精神成為我的學習榜樣。 
另外，成長的旅途中，我在小五、六時遇上了我的班主任，她的溫柔一點一滴地影響了我，亦成為

我理想的學習榜樣。 
當長大後，我漸漸明白沒有人能當一位「十項全能」的老師，每一個人都有長處，也有弱點。學校

中不同的老師需要彼此配搭，發揮團隊精神，才可以令學校成為學生成長的樂土。 
而我起初當老師的時候，我主要任教英文、常識、電腦等，也曾任教過中文、音樂、視藝和聖經。 

 
 
 
 
 
 
 
 
 
 
 
 
 
 

黃校長在校長室與學生共聚暢談真快樂！ 
(我和校長有個約會—慶生午聚) 

黃校長每天最期待與學生共晉午餐， 
分享他們成長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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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我會以虛心學習，以服侍人的心態去履行教育的神聖使命。透過過去歷任校長及老師的耕耘、學校

優良穩健的基礎、學生良好的學習態度，我會希望繼續帶領學校，以品格、學業、音樂為學校發展

的方向。 
還有，面對社會的各種挑戰，學生的價值觀及抗逆力是十分重要的，我希望繼續帶領學校做加強生

命教育方面的工作。我亦會透過不同的機會，多親身與學生接觸，了解他們成長的需要，並透過家

校合作，結合教會及社區資源，幫助學生的全人發展。 
其實，校長這工作就好像一道橋，連繫著老師、家長、校友、教會、以至社區中關心基灣人士，並

肩攜手，為培育學生而努力。亦希望自己能以作為神合用器皿為目標，因為「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

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上帝，不是出於我們。」《哥林多後書四章 7 節》願神的旨意

能在這學校中成就，祂就是我們的元帥！ 
 
家：再次多謝黃校長接受專訪！ 

 

歡迎黃校長來到我們基灣的大家庭！在訪問中，我們深深體會到她所說的「上帝是我們學校的元帥」，

世上沒有「十項全能」的老師。對！正是這樣，我們看見的基灣，是校長、老師、家長、各同工們彼此

配搭、互相盛載，守住崗位不斷努力創建適合小朋友成長的土壤，讓同學們建立良好的基礎、發掘自己

的潛能，面對人生、朋輩、社會、以至世界！  

            黃少萍女士 (5D 陳康賢家長） 
 

我們的子女逐漸成長，無論置身在家庭、學校或社會中，都會面對不同的困難和挑戰。孩子的情緒，

會直接影響他們對事情的看法和行為表現。透過這次講座，狄志遠博士讓我們知道，家長學習正向心理

學後，用以培養孩子建立正向思維，是有助提升他們樂觀情緒，增強子女對抗逆境的能力。 
相信大家都知道，現代人生活緊張，每個人都承受著不同的壓力，我們的孩子也不例外。子女的壓

力會來自家庭：父母的期望、家庭環境；或來自學校：繁多的功課、成績不理想、朋輩相處等；也會來

自個人的生理變化、情緒不穩定。 
 
何謂「正向心理」？又如何幫助孩子去建立正向思維？據狄

博士所說，正向心理是一種信念，用以克服困難；正向心理幫助

我們往好處想，不會怨天尤人；正向心理讓我們相信自己具有潛

能去克服各種困難。家長要幫助孩子建立正向思維，則要從三個

層面去進行。第一是認知層面，我們要讓子女明白和了解壓力是

無可避免的，但可轉化為動力；壓力是心理情緒狀態，分為內在

和外在，有可能令透不過氣，但會因人而異；壓力是可以有效處

理的。第二是態度層面，有心理學家發現正向心理，是不會脫離

以下六種美德：智慧與知識、勇氣、人道與愛、正義、修養及心

靈的超越。第三是生活層面，我們要多些進行家庭活動，開心地

玩；持續運動，每天運動三十分鐘；有需要時尋求幫助，尋找新

方法。 
 
狄博士最後以一個問題作為總結，「你能給孩子一個快樂的

童年嗎？」聽完狄博士的分享後，我覺得自己要先做一個有正向

思維的家長，凡事看開一點、樂觀一點，希望在管教子女時，能

培養出孩子的正向心理！  
狄志遠博士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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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已是本人第四年擔任家長教師會的委員，能夠

繼續擔任家校合作的橋樑，我真的感到萬分榮幸。 

 我在家教會內見證到家校合作的成功。校方鼎力支

援家教會舉辦活動，而家長義工們都出心出力，不辭勞

苦，各展專長，務求令到每次的活動能順利完成。小朋

友能在如此融洽、快樂的環境中成長，實在很幸福。 

 這數年光陰，我取得了不少寶貴的經驗，也賺取了

無數真摯的友情，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在此衷心多謝基灣(愛蝶灣)小學各位家長給我的

機會。 

 

 

 

 

 

 

 

 

 

副主席 林雁儀女士 (5C 溫健朗家長)  

 

 

 

 

 

 

 

 

 

 

大家好！我是 CAROL, 很開心有機會透過會訊跟

大家打招呼。 今年能夠成為家教會其中一委員，更有幸

擔任司庫一職，實在感謝各位的支持。盼望透過家校合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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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黃頌恩家長)  

大家好，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讓我有機會為

大家出一分力。 

今年是第一次成為家教會委員，我主要負責聯

絡家長義工，所以很多機會接觸大家。當收到我電

話時，大家就不要推搪我啦！ 

另外，我會參與畢業禮籌委會的核心小組及安

排家長資源中心的輪值。家長資源中心將以全新面

貌給大家使用，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參與，分享生活

點滴。 

 

 

 

 

 

 

 

 

 

聯絡 郭佩寧女士 (2D 陳祉煜/6D 陳祉允家長)  

新年快樂！我是郭太，Ever。很開心又能加入

家教會跟大家見面，多謝大家對我的支持和信任，

讓我有幸成為今屆的委員兼文書，並負責編輯一年

兩期的會訊。 

本人自知排版技術有限，歡迎擁有專業設計知

識的家長仗義相助加入我們的編輯團隊。 

 

 

 

 

 

 

 

 

 

 

文書 郭梁麗華女士 (3D 郭澄朗/5D 郭漪澄家長)  大家好！感恩小兒在過去六年中得到老師們
的關愛和栽培。 

一開學我已參與升中模擬面試、畢業禮籌備等
項目。我會盡全力繼續為學校出力，發揮家校合作
的力量。 
 

 

 

 

 

 

 

林曉榮女士 (6D 陳智軒家長)  

大家好！我今年有

幸擔任康樂一職，主要是

負責親子旅行事宜，希望

大家能踴躍支持。另外還

有負責畢業禮惜別會餐

飲部分，希望大家能享受

是次活動，為學校活動一

起出一分力！ 

 

康樂 黎慧敏女士 (5A 何芷瑤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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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Yuki，是位全職媽媽，今年於家教會主要

負責畢業禮籌委工作，亦會參與其他工作，如膳食

小組、校服回收派發、遊戲日、聖誕佈置、升中模

擬面試等等，務求盡一己綿力，協助家校進行各項

活動。 
 

 

 

 

 

 

 

 
 
 
 

黃渝淇女士 (4D 余穎軒家長)  

各位家長好！大家可叫我 Patty，好開心能成為

今屆家教會委員之一，可以再度為家校合作出一分

力。每一學年，家長義工協助學校舉辦的活動有很

多，在今屆任期內，我擔任了數學遊踪及陸運會活

動的小組負責人，期待在這兩項活動見大家啊！ 
 

 

 

 

 

 

 

 

 

 

 

黃少萍女士 (5D 陳康賢家長)  

 

 

 

 

 

 

 

 

 

 

我是 Connie Ngai，首先多謝有份投我票及支持我

的家長們，好讓我今年繼續能成為家教會委員其中一份

子，為大家服務，也希望為我在基灣的日子上畫上完美

的句號。在基灣過去五年的日子裡，看見家教會團隊的

合作精神，委員們各展所長。亦親身感受到這個基灣大

家庭內有很多默默耕耘、只管盡心盡力的去為學校、為

學生們付出而不問回報的義工家長，真的不得不讚賞，

實在令我感動。希望我們作為家長身體力行作好榜樣時，

也能感染小朋友們日後多參與義工服務，為學校，為社

會盡一點綿力。 

倪康妮女士 (6D 黃卓言家長)  

我是 Pivon，
非常榮幸，我可以

在家教會及校董

會服務學校各人。

對於我來說，這是

一個難得的事奉

機會。希望利用自

己的時間、經驗和

專長，跟大家分

享，更加希望向大

家學習。感謝主！ 
 

莊賽梅女士 (3B 陳祉揚/6C 陳睿祈家長)  

大家好！我好開心可以再度成為家教會委員，

多謝大家的支持勉勵，感恩能為家校作為橋樑，將

儘己力協助學校各項活動的順利舉辦，今年本人將

會負責校服小組及元宵燈謎組長，希望能協助學校

順利舉辦這兩項活動。人生就像奔騰的江水，沒有

島嶼與暗礁，就難以激起美麗的浪花，共勉之。 

 

 

 

 

 

 

 

 

 

戚鈞先生 (3A 戚詠霖家長)  

大 家 好 ， 我 是
Stephanie。今年是我
第一年成為家教會的
委員。我希望在家教
會發揮自己的專長，
通過家校合作，積極
參與，讓基灣的學生
生活更豐富，快樂地
成長。 

 

 

譚紀瑤女士 (2D 鄺栢言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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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謹代表家長教師會多謝每一位義工家長的協助，使學校能順利推行各式各樣的活動。 

數學遊蹤 

分發回收校服 聖誕佈置校園 

與校友會合作舉辦校友日 

升中模擬面試 社際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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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家長代表 校方代表 

主席 莊珮嘉女士 (1B 鄧諾欣 / 6D 鄧諾謙家長)  

副主席 林雁儀女士 (5C 温健朗家長) 黃靜雯校長 

司庫 林換儀女士 (2C 黃頌恩家長) 陳國銳副主任 

文書 郭梁麗華女士 (3D 郭澄朗 / 5D 郭漪澄家長) 江詩明主任 

康樂 黎慧敏女士 (5A 何芷瑤家長) 馮敏儀主任 

聯絡 郭佩寧女士 (2D 陳祉煜 / 6D 陳祉允家長) 郭宇田副校長 

委員 譚紀瑤女士 (2D 鄺栢言家長) 黃渝淇女士 (4D 余穎軒家長) 
戚 鈞先生 (3A 戚詠霖家長) 黃少萍女士 (5D 陳康賢家長) 
倪康妮女士 (6D 黃卓言家長) 林曉榮女士 (6D 陳智軒家長) 
莊賽梅女士 (3B 陳祉揚 / 6C 陳睿祈家長) 

蘇銘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