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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心聲

感謝上帝讓我在基灣小學（愛蝶灣）成為第廿七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我的小兒子今年六年班，大女兒在這裏畢業，今年她已經中三了。非常
感恩他們二人在這裏渡過快樂的小學生活，學校在學術、音樂、靈命等
多方面的個人成長實在地把我的小朋友的個性立體地塑造出來。

我們都生活在一個幻變的時代，由上學年開始，全世界一直被疫情困擾，
學校許多活動都要變成網上活動及授課，學校及家教會盡量在疫情不太
嚴重的時候，進行面授課程、各親子活動、與及家長協作的活動等等，
這一切唯有祈求上帝的保守才得以舉行，真是珍貴呢！

家教會亦以積極樂觀的態度和角度去籌劃本屆的活動，盡可能做好統籌
及準備，盡量希望安排到各家長、及同學們可以參與。從而讓大家進一
步認識學校、幫助小朋友學習、改善學生的福利等。

剛剛過去的十月份，我們就準備了小六模擬面試及中一分享會，今次我
們特意選擇使用網上面試的形式，讓同學體驗網上面試，家敎會透過這
些活動，希望將最好的祝福送給小六的同學們，亦感恩許多的家長義工
踴躍登記及參加， 感謝他們的默默付出。

本年度的家長教師會活動，我們希望盡量以同級學生及家長一起進行，
在疫情的限制下，雖然有一些親子活動，被迫取消親子部份，但家長們
都積極回應學校及家教會的活動，你看，今年的聖誕佈置多漂亮！只是
可惜，小朋友們未能一起回校佈置。

雖然疫情下有很多的限制，但是家教會希望以樂觀積極的態度去面對，
眨眼又到 2021 年，我們還有很多學校及家教會的活動在籌劃中，例如：
數學遊蹤、陸運會等等，祈求天父可以容許我們讓這些活動得以順利進
行。

今年之後，我都要在小學這大
家庭「畢業」，有九年了！是
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份！希
望接力的家長們可以承傳家
教會舉辦各項活動，以愛心
去服侍我們基灣的小朋友。

莊賽梅 Pivon
（6B 陳祉揚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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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讓我們連帶思考一些問題：為什麼有些孩子自我控制能力比較強？
他們行事合宜，情緒穩定；而有些孩子卻欠缺成熟，自我控制能力明
顯較弱？他們行事草率，專注力弱。讓我們一起探討，令孩子變得成
熟的關鍵因素，而父母又如何避免一些變數及干擾，家校攜手合作幫
助孩子培養自律習慣和處事成熟的品格。

孩子真心接受規範，內化成熟品格

在香港成長的小孩，身旁總不缺成年人告誡他們一些行為規範，若孩
子明白規範背後的原因，並真心接受，才會對他的行為產生約束力，
明白「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真意。有「內控」能力的人，是根據本身
的良知及習慣，而形成牢不可破的規範、觀念而決定行事方式，這也
是孩子變得成熟的關鍵。

終身受益的「疫苗」
培養孩子自律習慣
黃靜雯校長

疫情之下，孩子在家學習的時間多了，
很多家長也遇到一個難題，
就是如何令孩子在家也能「自動自覺」努力學習？

實用小貼士

例如：上網課要穿整齊校服，網上進行評估要誠實作答，目的都是要培養孩子責任感，
遵守校規，讓他們明白無論在學校或在家中，學習態度也須認真而專注。我很感謝
基灣的家長，大都能配合學校的政策，並明白背後的教育意義，讓孩子每天穿得整
整齊齊上網課，也能認真面對課堂或是網上評估等活動。相反，若是孩子每天網課，
上身穿校服下身穿便服，又或進行網上評估敷衍了事，孩子便會形成只做「表面功
夫」，行事草率的習慣，未能發揮規範帶給孩子的正面影響。

2C 張奕素參與線上2C 張奕素參與線上
音樂大賽獲獎，音樂大賽獲獎，
與黃校長合照與黃校長合照
分享喜悅。分享喜悅。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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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引導及放手，讓孩子的成長返回正軌

父母雖然把小孩照顧得無微不至，但過份的依賴，只會減少了他們對
環境轉變的適應力，甚至待人接物的基本能力也受影響。每位孩子都
有無限的潛能，父母師長教導孩子方法，給予鼓勵，放手讓孩子面對
挑戰，能夠幫助他們建立自信，有助身心健康成長。

實用小貼士

例如：疫情下，孩子更多時間在家，我很欣賞不少基灣家長，幫助子女定立學習時
間表，放手給孩子規劃學習、閱讀、運動、練習樂器、閒暇時間，家長亦能適時引
導及檢視，給予鼓勵。這對培養孩子善用時間，建立健康的生活規律，有莫大的幫助，
孩子「自動自覺」的習慣亦隨之而生。另外，不少家長也鼓勵孩子廣泛閱讀、發掘新
興趣、又或錄製影片參與比賽，讓孩子在新常態下，學習如何克服限制，敢於接受
挑戰，維持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建立積極正向的人生。相反，若是接納孩子找借口
逃避責任，強稱疫情原因，什麼也可延遲，不依時完成功課，不依時練習樂器 ...... 這
只會令孩子荒廢學業，形成不思進取的態度，隨後又因自己不能達到個人、父母及
師長的期望，自尊感及自信心下降，令情緒不穩，實在影響深遠。

3D 文晞欣在疫情停課初期的3D 文晞欣在疫情停課初期的
在家學習時間表在家學習時間表

近年全球疫情及香港社會情況，帶給父母及
師長不少的挑戰，世事的變化或許令我們為
下一代的前路而擔憂。聖經箴言 4 章 23 節：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
果效是由心發出。」只要我們心存盼望，家校
並肩攜手，無論在甚麼境況，也重視孩子身
心健康，致力品格培育，同心協力教導他們
做人做事應有的內涵，必能在小學階段為他
們奠定良好的發展基礎。而培養孩子自律的
習慣，就如賦予他們追尋夢想的翅膀，讓他
們具備飛往理想的能力，這正是給予下一代
終身有效的「疫苗」，使他們能逆境自強，勇
敢面對人生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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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 1D 班陳雪溰媽媽 Pamela，首次成為家教會委員之一，
負責聯絡家長義工工作，日後為著不同活動，大家都有機會收到由我
發出的電郵通知，請多多指教！祝大家身體健康！

聯絡 關慧珊 Pamela（1D 陳雪溰 家長）

大家好！我是 Kenneth。
作為兩個孩子的爸爸，我希望能陪伴他們一起成長，了解他們校園生
活的點滴和樂趣。
期望能盡一分力，成為家校合作的好橋樑。

司庫 吳進德 Kenneth（3D 吳卓珩 、5D 吳翊珩 家長）

Hello 大家好，我是 2D 班林鎮浠媽媽 Dorothy，感恩今年能夠成為家
長教師會文書一職。希望透過家教會的工作，大家一起參與家教會各
種活動，為小朋友們創造美麗和愉快的校園生活，發揮家校合作的精
神。

文書 王荻璇 Dorothy（2D 林鎮浠 家長）

祝大家新年蒙福！我是郭太，Ever。很開心今年是第六年加入家教會，
小女現就讀中二，而小兒今年亦快將畢業，我確實不捨得這個大家庭。
感謝大家積極參成為家長義工，傳承了基灣的團結精神－家校合作，
讓小朋友有個開心難忘的小學生活。

副主席 郭梁麗華 Ever（6D 郭澄朗 家長）

大家好！我是 5C 陳祉煜媽咪 Sally，在基灣已經是第九個年頭，我在
第 24 和 25 屆家長教師會做過「聯絡」一職，而今年我則為「康樂」。
雖然受到疫情的影響，沒有什麼可以帶給大家康樂，但在此祝福大家
身心康泰、身體健康。

康樂 郭佩寧 Sally（5C 陳祉煜 家長）

本屆委員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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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家長好，我是今年家教會委員一丁班李芷瑩的爸爸 Alfred。這一
年是芷瑩人生中的新里程，踏上小一，對我也是新嘗試。從未踏足過
任何家教會的我，今年希望能透過在家教會更深入與學校溝通，表達
我們家長一些意見從而能將最好的帶給所有家長學生和回饋學校。希
望大家多多指教！

學術 李浩權 Alfred（1D 李芷瑩 家長）

大家好，我是 6A 班張雯蔚家長 Amanda，很榮幸能趕及在最後一年加
入家長教師會，面對著充滿挑戰的一年，無論在學校，家長及學生方
面也要不斷改變以面對當前環境需要，所以更加需要家校合作，盼望
我也能成為當中的橋樑，將家長及學校的意見互相傳遞，成為溝通的
器皿。

龔詠藍 Amanda（6A 張雯蔚 家長）

大家好，我是 2A 班黃曉蔚的爸爸 Roy。
去年參與了幾項家教會的家長義工活動，今年就試著擔任委員去籌備
活動了。在疫情影響下，籌備活動變得充滿了挑戰性，要靈活應變，
但目的未變，是為了讓學生得益，也讓大家更投入基灣這個大家庭。
求神保守帶領本年度其餘活動順利進行。

黃芷峰 Roy（2A 黃曉蔚 家長）

大家好，我是 6D 丘悅及 3C 丘愉家長，今年有幸成為家教會委員之一，
多謝大家的支持及信任，很高興可以在此跟各位家長打個招呼。我今
年會主力負責學生的福利如家長資源中心輪值、籌辦聖誕佈置及禮物、
膳食質素監察、校服回收等，除了全力協助學校及家教會活動外，亦
希望能為學生爭取更多福利，令他們在基灣這個大家庭裡快快樂樂地
健康成長！

福利 馮展虹 Sharon（6D 丘悅及 3C 丘愉 家長）

一直以來都希望參加家教會，幫同學做點事，終於到了第九年，小女
準備畢業的一年，才正式加入，真是慚愧。雖不能事事參與，但希望
今年在各項事務上都能盡力做好，在臨別之時，令基灣成為更好的
基灣。

李穎雅 Winnie（6C 江梓喬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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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說話，一個行動”
成就孩子一生

本校希望學生能夠培養健康良好習慣，好習慣影響性格的建立， 
亦 影 響 思 想 模 式， 最 後 影 響 各 方 面 的 表 現。 本 校 今 年 推 行 

“基灣•愛•正向小精兵”，“V-star 好習慣”是重點項目之一， 
希望透過培養良好習慣，同學能夠培養感恩、珍惜、積極、樂觀
的正向思維，從而建立出自律和積極的生活，活出豐盛人生。本校
在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日 ( 星期五 ) 晚上八時五十分邀請了正向能量
團隊陳穎欣博士來臨本校舉行網上講座。

陳穎欣博士從事培訓及精神健康工作超過十年，曾為多間中學提供精神健康推廣項目，曾任
香港中文大學客席講師及督導，亦曾任教育局，為教師、社工及教育心理學家提供培訓及撰
寫教材，現時擔任前線介入及督導管理工作。

透過此正向能量講座，希望家長們塑造成長心態，以正向心理學為基礎，運用正向語言鼓勵
孩子：稱讚孩子時，能夠有眼神接觸，真誠，具體；不建議提出對孩子的要求；要作出讚賞
行為，希望孩子每天能夠自己一點點，從學習、活出、教導、融入，去豐盛人生。

從習慣到反思，從反思到態度，從態度到行為，陪伴孩子成長，讓孩子堅持好品格，不怕困
難，不斷成長 !

You Can D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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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模擬面試

5D 何博霖家長

2020 年 10 月 24 日是升中模擬面試的日子。由於疫
情關係，面試模式首次改為網上進行。在 PTA 細心的
策劃之下，再加上同學們充足的準備，面試過程比想
像中流暢，相信同學們必定獲益良多。

5C 伍泳希家長

今年因為疫情，面試模式都轉變了。雖然如此，
家教會都將模擬面試改為網上形式進行，讓學
生可以實習網上面試。我覺得很多同學都準備
充足，表現自信，對答流暢。同學只要好好裝
備自己，面對任何形式的面試都不怕。

6C 江梓喬家長

作為模擬面試的義工多年，今年是首次協助進行網上面試，整個安排由籌備到推行都是摸着
石頭過河。
幸好，在各位老師和義工的周詳計劃下，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無論是家長或是同學，大家都
上了寶貴的一課。

網上升中分享會
今年舉辦的「網上升中分享會」已於 10 月 24 日順利進行，我們特別邀請了現就讀直資中學
或跨區津貼中學（非東區）的畢業生和家長，與今屆的小五、小六學生及家長們分享部份中
學的面試經驗及升中後的學習情況及生活點滴。

這次分享會出席的畢業生分別有英華中學、中華基金中學、德望學校、聖約瑟書院、香港真
光中學、聖保羅男女中學、聖保羅書院、瑪利曼中學、九龍華仁書院、協恩中學、嘉諾撒

聖芳濟各書院等。雖然因為 COVID-19 疫情
大家不能面談，要改為網上實時進行，但是
隔着電腦屏幕都感受到家長們熱烈談論的氣
氛，這邊箱談論中學選修科目，而那邊箱就
討論課外活動……真是十分多謝大家積極的
參與，更加感謝畢業生同學及家長們付出時
間和心思去分享，與此同時我們都希望未來
的基灣畢業生，都有着傳承的心回饋母校，
讓學校的學弟學妹們有所得益。

家長義工們，大清早來到學校，為同學準備網上模擬面試。
當日有 41 位家長義工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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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灣•愛•正向小精兵
V-star 好習慣的 VASE 貼紙

同學們想要嗎？
家長們，大家一起培養小朋友的正向思維： 
感恩、珍惜、積極、樂觀。

家教會成立至今已經第二十七屆，憑着前人經驗，以及與時並進，我們希望確立家教會的工
作領域，從而實踐我們當初成立的宗旨，包括加強家校聯繫及合作；協助改善學生的品學與
福利；與學校共同促進教育效能。

今學年及未來工作方向：

•康樂： 協助學校籌辦康體活動，及術科（體育、視藝及音樂）活動；協助學校籌備大型活動， 
例如：陸運會、音樂劇。

•通訊：出版兩次電子版會訊，及研究成立網頁小組。

•聯絡：聯繫校內的家長及校友會； 配合及支援康樂、福利、學術等各範疇的活動。

•福利： 照顧學生福利事宜，包括校巴、膳食、校服回收、漂書、講座、聖誕禮物及佈置；
頒發學業獎及進步獎；津助圖書館購買電子圖書；津貼學習及康樂活動。

•學術： 協助學校籌辦或跟進學科（中英數常）活動，跟進圖書館活動（初小的故事爸媽、
圖書館包書）；及中文組活動（初小的小二、小三中文說話訓練小組）；與學校協辦
高小的小六模擬面試、中學資訊分享會。

家教會今學年及未來工作方向家教會今學年及未來工作方向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家長教師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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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校園佈置
今年聖誕佈置，特別針對地下大堂及七樓做重點佈
置，希望家長回校交功課及同學在網上上課的時
候，都可以感受到聖誕氣氛。

另外，在大門口，特別設計基灣獨有的聖誕直幅寫
上英語的聖誕金句，同學們有沒有留意到呢？

聖誕禮物
感恩每年的聖誕禮物都由學校、基愛堂、家教會贊助，還有熱
心人士包括畢業生家長共同籌備。今年更加感謝主，得到基督
教文藝出版社贊助全校同學每人圖書一本；還有校工姨姨叔叔
們準備及分配聖誕禮物袋給同學們。

今年，家教會特別預備了充滿聖
誕氣氛的聖誕袋及聖經金句的口
罩收納夾給大家，在防疫之中，
傳揚福音。

活動剪影活動剪影

鳴謝：謹代表  鳴謝：謹代表  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 多謝每一位義工家長的協助，使學校能順利推行各樣的活動。 多謝每一位義工家長的協助，使學校能順利推行各樣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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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家長代表 校方代表
主席 莊賽梅女士 (6B 陳祉揚家長 ) –
副主席 郭梁麗華女士 (6D 郭澄朗家長 ) 黃靜雯校長
文書 王荻璇女士 (2D 林鎮浠家長 ) 高葵心姑娘
司庫 吳進德先生 (3D 吳卓珩、5D 吳翊珩家長 ) 郭宇田副校長
康樂 郭佩寧女士 (5C 陳祉煜家長 ) 陳敏珊老師
聯絡 關慧珊女士 (1D 陳雪溰家長 ) 呂 靜主任
學術 李浩權先生 (1D 李芷瑩家長 )
福利 馮展虹女士 (3C 丘愉 6D 丘悅家長 ) 謝寶恩主任
委員 黃芷峰先生 (2A 黃曉蔚家長 )、龔詠藍女士 (6A 張雯蔚家長 )、李穎雅女士 (6C 江梓喬家長 )

收入

收入總計

支出

學生福利

津助學生活動
聖誕裝飾
分攤聖誕禮物
升中家長茶聚

晚宴抽獎禮物
蛋糕牌

印刷費

活動
親子旅行
親子小組活動

總額支出

結餘

津助學校購置設備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家長教師會收支結算表

二零一九年十月一日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2018/2019 年度結存
2018/2019 年度畢業禮暨惜別會結存
2019/2020年度會費 (596名會員，每位 60 元正）

2019/20年度24位同學學業獎 (書券@100)
2019/20 年度24位同學進步生獎 (書券@100)
津助圖書館購置圖書

津助五十周年校慶活動

出版家長教師會簡訊 (54期 及 55期)

發展家長教師會會所

收入

2019/2020 年度結存
2018/2019 年度畢業禮暨惜別會結存
2020/2021年度會費(625名會員,每位60元正)
收入總計

支出

學生福利
2020/21年度24位同學學業獎 (書券 @$100)
2020/21年度24位同學進步生獎 (書券 @$100)
津助圖書館購置圖書
津助學生活動
津助五十周年校慶活動        

出版
出版家長教師會會訊電子版(56期及57期)
網站更新

活動
親子活動
教育: 講座 (註：講座由家校合作委員會津貼)

津助學校購置設備

總額支出

結餘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家長教師會財政預算
2020至2021年度

第 27 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第 27 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

財政結算及預算財政結算及預算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家長教師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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