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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梁明瀚家長 主席馬婉敏女士 

隨着兒子踏入粉嶺公立學校的校門，至今不知不覺已是第五年了。

回想起初初看着他和同學們在操場上運動，就知道健康，開心的校園是他最好的選擇。 

常言道:因材施教，有教無類。無論是老師或者家長都普遍認同這個教育理念。但真正做

起來真的不容易，所以真的很感激學校老師能從個性分析的角度來看，能正確理解孩子們的個

性取向，明白和尊重他們獨特的需要與教導，很開心我的孩子就在這樣的環境長大。明瀚在學

校不僅學習到學術知識，更學到了自信、挑戰、樂觀、待人以誠、團隊精神等，本人認為是很

寶貴的正面價值觀！ 

我加入家長義工隊伍已是第五年了，見證了一幕幕快樂的畫面。在這五年來，我深深感到各位老師對孩子

無微不至的關愛，由學習到心理方面，更細至到生活小節上，令孩子們健康，茁壯地成長，作為家長，見到健

康孩子的笑臉就是我們最大的快樂！ 

今年兒子也進入緊張的呈分學習中，而本人十分榮幸能擔任家長教師會主席一職，我十分感謝校長、老師

們、各委員和家長義工，大家為了孩子能有更好的學習環境，營造更好

的學習氣氛，都無私的付出，與孩子們攜手同行！ 

再次感謝家長、校長和老師們的鼓勵和支持，本人深信「家校合作」的

重要，家長支持配合老師，從而建立之間的信任，管教孩子必會事半

功倍！ 

為了我們可愛的下一代，期盼在未來的日子，各位親愛的家長們能踴

躍參與家教會的活動，為孩子營造一個更理想的學習及成長環境。 

吳蘭妹女士 
（副主席）5A 吳悅詩 家長 

第十屆家長教師會 

馬婉敏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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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子女學習的得力助手」家長講座  講者 註冊社工韓曄姑娘 主席馬婉敏女士  報告會務 

第十屆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大合照 第十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大合照 

邱月華主任分享 

「如何協助孩子溫習英語」 

財務 楊詩婉女士  報告財務 

茶點招待 

第十屆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逐一與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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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蘇家俊家長 活動委員 溫艷女士 

 

 

大家好！我是 2A 班蘇家俊家長。眨眼間，

一年又過去了。回想當初參加家長義工的活動，

能夠有機會與粉公的同學們和老師一起出外參

觀，協助話劇組化妝、參與繽紛校園開放日及協

助家教會活動收費，亦參加粉公家長學院舉辦的

講座和聚會。這些活

動不但令我增長知

識，增廣見聞，更加

認識了一群好朋友，

互相分享與子女相處

及生活點滴，使我獲

益良多。 

今年，我慶幸自

己能成為家長教師會

的一分子，透過之前義工活動令我更深入了解老

師和同學們的校園生活，亦深深體會到老師們的

工作繁重，除了日常教學外，課餘還會兼顧籌備

學校將要舉辦的各樣活動，在此，衷心感謝各位

老師對學生的無私奉獻，各位工友為同學們勞心

勞力。 

最後，多謝各位家教會委員一直以來的緊密

合作，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使各項會務都能

順利進行，希望各位繼續努

力，為粉公同學們營造更好的

學習環境，發揮「家校合作」

信念。 

祝願粉嶺公立學校順利發展，

余校長及各位教職員工作愉

快，粉公同學們學業進步，龍

精虎猛！ 

5A 吳悅欣、6A 吳悅香家長 

   副主席吳蘭妹女士 

 

轉眼間很快便六年了，小女將快要畢業了，

感恩學校給予我機會加入家教會這個大家庭，這

樣一來，我才知道，家校合作真的非常之重要。

無論小女在學習還是成長轉變方面，老師再忙再

辛苦都會抽時間給予意見。記得有好幾次，張嘉

文老師給予寶貴的名言，至今銘記心中「品格」

做好了，成績就上來了。是的，「教育」弄明白

了，引導對了！孩子的「人生」也就走對了。幾

乎余校長每次開家長會，都不會忘說貴校的辦學

宗旨。我小女「三個」也秉承校訓「勤、誠、

禮、愛」的精神，並宏揚出去！不管到哪裏……中

學、大學畢生，也一生受用！感謝學校！余校長

及各位老師辛勤用心教導！ 

家長委員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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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何紓蕎家長 文書委員 

 杜潔瑩女士 
今年女兒升上小二，標誌着我加入家教會已

將近一年。去年我申請加入家教會，全因愛孩

子、愛學校，盼能為家校合作出一分力。 

過去一年，我很榮幸能參與討論和處理校

務，與教師及家長委員開放地交流意見，相互學

習，獲益匪淺。我更感恩有各教師及家長委員領

我同行，合作無間。在家教會裏，我感覺自己付

出的少，收穫的多。 

容我藉此感謝校長和老師，他們不但悉心教

導孩子學術和生命知識，在課後和工餘時還就大

大小小繁複的校務默默耕耘。讓我們不要忘記，

當我們的小寶貝舒適地穿著整齊校服時；當他們

滿足地享用美味的餐盒時；當他們愉快地安享校

園生活時……在這一幅幅幸福畫面的背後，都滿

布着一群有教無類、鞠躬盡瘁的教師團隊的愛心

2C 余顥櫻家長 聯絡委員 梁梓文女士 
粉嶺公立學校對我和顥櫻來說是一間滿有陽光、運

動和友愛的學校。 

  我和丈夫、顥櫻與學校相處時間已有一年多，

不知不覺顥櫻已是二年級同學。粉公給我的印象是一間

友愛快樂的大家庭學校，每次見到余校長都面帶着清麗

秀雅的甜美笑容，每次路過球場見到古 Sir 都是嚴肅的表

情，但卻道出風趣的語言來教導學生令他們熱愛運動，

滿有體育的精神，在校任何時候遇到問題時，梁 Sir 與

蘇 Sir 第一時間於現場幫你解決，看見粉公每一位教師都

是給你一幅暖心友愛的笑容。這樣一所有「勤、誠、

禮、愛」教學的學校令我們一家人都愛不惜手。 

  接下來的日子，我身為家長教師會委員，顥櫻身為

粉公學生，希

望能在不斷的

努力下成為粉

嶺公立學校的

好榜樣。 

4C 林心怡家長 財務委員 

楊詩婉女士 

 
大家好！我是心怡媽媽，也是今

屆和上屆的家教會委員。我很榮幸能

夠繼續可以做家教會委員，藉着以往

所累積的經驗繼續為各家長及同學服

務。有時間定會參加學校活動，家教

會是家長和學校溝通的重要橋樑，因

此，本人希望能盡自己的能力，協助

學校辦好

每項活

動，盡展

家校合作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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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陳逸安、陳逸輝家長 林小玲女士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仔仔讀六年

級了，由於之前一直在深圳上學，對香港

的學校和教育一竅不通，所以在逸安讀四

年級時大膽的決定讓他先到香港上學，而

逸輝選擇遲一年才過香港上學。哥哥性格

開朗、善良，適應能力比較強，弟弟性格

比較內向，過香港上學令我一直擔心他適

應不了，一個是跨境學童每天來往路上的

安全問題，一個是語言的交流問題，擔心

他上課聽不明白。想不到他很快就適應，

跟同學仔之間都相處得很好，老師們待他

們如自己兒女般關懷。 

    自來到粉嶺公立學校上學，媽媽看到

你們倆兄弟變化很大，在粉嶺公立學校三

年中你們收穫了知識、友情、校園生活的

快樂，並漸漸長大了。感謝學校設立了很

多的興趣班，讓每個孩子在各方面有不同

興趣的發揮潛能，媽媽見到你們成長每一

天的喜悅和快樂而開心，為你們的每一次

驚喜和感動，那裏面有你們努力的拼搏，

還有愛你們的老師們為你付出辛勤的汗

水，你們要感激教導你的人，珍惜陪伴你

的人，永懷感恩之心！很快就要步入中學

階段，也許今後的道路曲折而漫長，但是

不管面對甚麼困難，你們都要客觀公正地

去看待，爸爸媽媽希望你們做一個誠實守

信的人，一個深知感恩的人，一個對社

會、對國家有用的人…… 

    再次感謝老師們對我仔仔無微不至的

關懷和照顧，很慶幸孩子們生活在粉嶺公

立學校這個溫暖的大家庭裏，讓他們的學

習可以增長知識，運動的訓練可以鍛煉身

體，給他們充分發揮自己聰明才智的空間，

令他們有個快樂的小學校園生活和童年的

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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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生活的新開始 新開拓  

1C 羅晉謙家長 陳大文 

 

     在家中爸爸是兒子的偶像，所以我就為了讓小

兒與偶像拉近距離，選擇了加入粉公這個大家

庭，加入了爸爸的母校。 

     我們也是初為父母的家庭，六年的育兒經驗

令我們的人生豐盛了不少。孩子一天一天的成

長，由幼稚園生變成了小學生，相信每位孩子的

蛻變是每位父母的功勞。「成長」兩字何其重何 

 

 

 

 

 

 

 

 

 

 

其大，我常常提醒自己，要與孩子一同經歷，一

同學習，一同成長，所以請各位父母親好好珍惜

與孩子相處的時光，我相信家長的陪伴對孩子而

言是最好的禮物。 

     兩個月的過去，老師們的細心照料讓我們感

受到粉公的大「愛」精神。感謝每位教職員的付

出，感恩粉公能成為每位孩子開拓人生的起步

點，我們堅信，小兒未來六年必會與學校一起成

長，一同進步。 

 

2B班 劉諾遙家長 黃文敏女士 

我認為做家長的偶爾在孩子面前把自己的面子或

尊嚴放輕一點，扮得傻氣一點也無妨，或許會有

意想不到的收穫的啊! 

    還記得我家女兒是位很依賴，無自信的

小孩，我們不希望她依賴爸媽 :「 唔識，唔緊要

啦，回家問爸媽吧！」所以就對她說 : 「我們都

不懂的！」相反地我要她把學到的教導我們。結

果呢？她真的漸漸學

會靠自己解決問題，

並偶爾會把學校學到

的東西教導我們。另

一方面，在教導我們

的時候，也能讓她建

立點自信心。這不是

很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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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李東海家長 朱豔女士 

 

    做父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

其是做一個有點調皮的男孩子的

父母，更需要不斷學習，修煉內

外功夫。 

    一年級的東海，並不是老師

眼中的乖學生，因為不能很快適

應小學生活，他粗心，調皮，上

課也沒辦法集中精神而且間中會

做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作

為媽媽，隔三差五的聽到老師和

同學到投訴，真是又氣又急，我

對他更加嚴格要求，可是無濟於

事。直至有一天，東海很沮喪的

對我說:「媽媽，我應該沒辦法

做到你眼中的好孩子，因為我覺

得上課好辛苦，我冇辦法控制我

自己不調皮。」這一刻我才醒

悟，我是否一直忽視了他的壓

力，他的需要，他的想法？是否

還在用幼稚園時期的教育方式來

要求孩子？ 

  對此，我參加了學校的一些

講座，檢視並調整自己管教孩子

的方法，以配合孩子的需要。當

東海做得好的時候，決不吝嗇我

的表揚，肯定和鼓勵他，並且每

天睡覺前和他一起聊一聊學校發

生的趣事，了解他的想法，也告

訴他，爸爸媽媽的想法。功夫不

負有心人，東海慢慢找回了自

信，開始變得積極主動，成績也

逐漸進步起來。 

    現在東海踏入二年級，當他

告訴我: 「媽媽，我好期待

English speaking day 啊！」;

「媽媽，我要早一點到學校參加

Mr. Whitmore 的活動，這樣我的

讚好存摺會有更多的印花！」;

「媽媽，我上課很積極的舉手，

但是為甚麼老師總是不請我回答

問題呢？」; 「媽媽，我明天要

早一點出門去

英文朗誦訓

練，你記得提

醒我早點起床

啊」……我驚

喜於他的變

化，也感恩學

校老師給東海

的鼓勵，一切

都朝着好的方

向前行。 

   我們的孩子在成長的道路上

一定還會碰到更多的問題，作為

家長需要不斷提升自己，同時保

持良好的親子溝通，給孩子更多

的關懷和鼓勵，我相信總有一天

孩子能自己展翅高飛。 

 6A 杜誠遠家長 梁靜女士 
 

    連續兩年參加學校舉辦的「繽紛校園開放日」活動，此活動豐富多彩，有各式

各樣的攤位活動，還有粉公同學們的精彩表演，這可是本次

活動的一大亮點，叫大家重新認識了一班多才多藝的同學

們…… 

    從粉公出發，向世界出發，從活動中體驗、發掘學生的

潛能，找到屬於自己的閃光之處。粉公一直遵循這種精神一

路前行，希望粉公越辦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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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 温柔雅家長  溫澤倫女士 

 

 

如何教育好孩子，是我們為人父母的一道新

課題。幾年來在實踐的沒道路上，我們有幾點體

會。 

一眨眼溫柔雅已經是一名高小學生了(5D 班

同學)。因為柔雅從小接觸的人就很少，所以在

讀幼稚園時就很內向。還記得柔雅在上幼兒班的

時候，幾乎在學校是完全不說話的，也沒有太多

的朋友。輾轉到了一年級，來到粉嶺公立學校這

個大家庭的時候，她上

課時回答問題的聲音仍

然是很小，就連隔壁的

同學都聽得不清楚。 

但是經過這幾年的

成長，現在她不只參加

了話劇，朗誦比賽，就

連在前幾天的開放日上

還上台做了小主持人，

在膽量上果真進步了不

少！而在父母的角度看

來，這是質的飛躍。當

然，這就其中要特別的

感謝老師，社工和校工

姨姨對柔雅的付出，讓

她認為上學是一件開心

的事情。我們最開心的一件事就是聽到柔雅告訴

我們她很喜歡上學，很享受在學校的生活，很喜

歡學校的老師們。 

我們覺得小朋友的成長過程中需要在一個具

備有完整性的、溫馨的、和諧的家庭中得到悉心

的照顧和關心的愛護；我們希望小朋友可以保留

着最純真和陽光的一面。同樣地，環境優美、清

靜的校園及有一群具有願意為學生付出的專業老

師的配合下，才能讓孩子茁壯成長。 

隨着柔雅的年齡不斷長大，除了希望柔雅的

知識可以更進一步之外，我們更加注重孩子的人

格和品格教育，教導她要學會尊重別人。同時也

鼓勵柔雅積極參加公益活動，樂於幫助別人，不

斷提高自己的生活能力。在這方面我們首先從家

長做起，我們也要學會尊重孩子，互相分享經

驗。當他們遇到困難時我們都會一起想辦法，嘗

試共同商量解決。在學校舉辦的活動中，只要有

需要家長參加的，我們都會盡量參加，讓她從心

理上體會到家長對她的尊重，對學校的信任，這

可以加深她對別人尊重的意識。所以說，孩子在

校對老師有禮貌，對同學熱情，樂於幫助別人都

是她尊重別人的具體體現。 

在學校放假的時候，我

們一家人一般會選擇去

旅遊。不管地方是遠或

近，都會出去走走。主

要是看看各種各樣的自

然風光和了解各種各樣

的人情世故;感受一下香

港以外不同的人的生

活。她爸爸一般在旅行

時會帶小孩子去博物館

多了解，因為接觸多

了，慢慢就會知道世界

是具有多面性的，而自

己會更具有包容性，也

可以鍛煉解決問題的能

力。同時在和父母的交

談引導之下，能學會了解對方的處境，嘗試站在

別人的立場去想事情，這些情景練習是平時的生

活中比較難學到的。 

作為柔雅的父母，我們很榮幸柔雅可以找到

這麼好的一間學校，讓她變得活潑開朗，同時也

越來越有自信。我相信她在粉公的愉快生活，將

會帶領她走進未來更健康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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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家長義工及故事媽媽服務計劃 

故事爸媽逄星期五下午，由家長向低小學生講故事。 

2A 何紓蕎家長 杜潔瑩 

  感謝學校舉辦此有意義的活動。 

  我自小便熱愛看書，因此也很希望將這份熱情

帶到孩子身上。學校舉辦此活動，我當然支持和參

與。 

  每次踏入課室，我難免有點緊張，幸好這感覺

總在與孩子打招呼後，在他們活潑的聲音和純真的

笑容中消散。在聽故事的過程中，他們是多麼的專

心，在答問題的過程中，他們是多麼的主動。最令

我深刻的，孩子的觀察力，當大人專注於文字去看

插圖時，他們純真的眼光卻能超越所有框架看到更

多。 

  我衷心希望能讓孩子感受到讀書樂，從書本看

世界、嚐生命。 

5C 鍾宜朗家長 張雪飛 

  很榮幸有機會參與「故事媽媽」這個那麼有

意義的活動。感謝學校及余老師舉辦此活動，透過

「故事媽媽」講故事的形式，間接培養了孩子們的

學習興趣、閱讀興趣。 

  每一次來當「故事媽媽」都有不一樣的開心體

驗，我在台上分享故事的時候，見到台下的孩子們

那麼安靜、聚精會神地聆聽，以及故事會後對故事

問題的踴躍回答，令我感到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希望「故事媽媽」活動越辦越好，惠及更多孩

子們。  

2A 楊梓晴家長 盧艷軍 

  能參加學校的家長義工活動，我覺得挺榮幸

的，因為這個活動搭起了學校與家庭之間的橋樑，

家庭與學校之間的互動，了解學校的最新動態，也

很願意幫助孩子營造一個安全温馨的學習氛圍。  

2B 劉諾遙家長 黃文敏 

  很高興能參與「故事媽媽」活動，透過此活

動，能夠給我訓練與學習如何能把故事講得生動、

有趣，從而吸引小朋友對聽或看故事的興趣，亦能

從活動當中，增強（家長）個人的膽量與自信。 

2C 張裕熙家長 陳思齡 

  我覺得家長義工服務很有意義，我也很樂意

去到學校幫忙，很高興學校給我機會在學校與小

朋友互動，我很開心，往後的日子我希望繼續參

加！  

2A 張臻家長 喻愛華 

  首先，很高興參加圖書館的家長活動，一方

面我自己看到了更多的書，另一方面，余老師教

我們講故事的技巧和調動孩子積極性的方法，讓

我在跟孩子們說故事的時候能夠掌控班上的氛

圍，書拉近了我和孩子的距離。我曾在 1A和 1B

兩個班級講故事，第一次有些緊張，第二次就從

容多了，不論我講得好壞，孩子們都報我以熱烈

的掌聲，余老師也對我給予肯定和誇獎，令我非

常感動。自從我講故事後，很多孩子都認識了

我，每次見到，都會滿臉笑容的跟我打招呼，我

也會笑着回應他們。 

  總的來說，我很喜歡圖書館參與義工活動，

喜歡分享故事給孩子們聽，這真是一種愉快的體

驗。希望以後再有機會參加這類活動，謝謝余老

師！ 



11 

 



12 

 

1-12-2018親子賣旗日 

16-12-2017親子旅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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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018做薄餅學普通話 

19-10-2017午膳試食會 

28-04-2018(家長義工)分享愛．

水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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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畢業聚餐 

家長義工聖誕聯歡會 

家長義工頒獎禮暨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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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運會家長義工 

學校開放日家長義工 

聯科活動日 

讀默寫家長訓練  本校社工蘇志聰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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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年度家教會財務報告 

日期 內容 

9 月 小一迎新日向家長介紹家長教師會 

派發徵收家長教師會會費通告 

9 月上旬 招募家長義工 

9 月下旬 家長培訓 (圖書館義工、故事爸媽) 

10 月及 

5 月 
家長午膳試餐會 

11 月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成為子女學習的得力助手」家長講座 

「親子閱讀」家長講座 

10/2018 至

6/2019 
家長義工講故事 

舉行親子閱讀講座 

11/2018 至

5/2019 
親子旅行 

2018年 

12 月上旬 
 出版會訊 

12 月 親子賣旗 

家長義工聖誕聯歡會 

12/2018 至

5/2019 
聯校活動 

1-2

月/2019 
資助聯校手球比賽 

2 月/2019 新春家長教師足球友誼賽 

3 月中旬 烹飪班 

4 月 小一至小六家長座談會及家長講座 

4 月中旬 水果日 

6 月中旬 家長義工頒獎禮暨茶聚 

6 至 7月 舊書、舊校服回收及領取 

9/2018 至

7 /2019 
共進行三次會議 

2018-2019 年度家長教師會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