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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顧問：校監林崇智牧師　梁麗麗校長

主　　席：陳張若蝶女士

副　主　席：黎婉玲主任

書　　記：莊李玉蘭女士　　潘步成老師

司　　庫：吳吳愛明女士　　戴綺華老師

總　　務：金成耀先生　　　曾水蓮老師

康　　樂：麥郭小芳女士　　鍾雪英老師

聯　　誼：蔡徐笑歡女士　　陳雁翎老師

會　　籍：吳陳愛青女士　　關　婧老師

會　　訊：馮錦棠先生　　　周清儀老師

增補委員：蕭永強先生　　　黃許春愛女士
　　　　　王曲秀紅女士

“不要怕，只要信。”

主席的話

陳張若蝶女
士陳張若蝶女
士

2006年二月

第九屆(05-06年度)常務委員名單

　　很高興今年已是第三年參與家教的服事，從第一年的『既無

知亦關心』， 到第二年的『既投入又開心』，至今年的『既盡

情亦上心』，與校長、老師、馮姑娘、家長委員及家長義工的

互相配搭服事亦愈趨成熟，彼此之間在不同事情上雖或有不同

意見，但很多時都不言而喻，心照不宣，能夠很有默契地為着

北角衞理小學盡上一份心意。有時，縱使從四面八方聽到不同的

家長有不同的聲音和訴求，我與校長都盼望能盡最大的努力了解家

長們的需要從而給予適切的回應。

　　為着多年來一直默默在背後支持和支援家教會工作的一群家長義工、

老師和有心人，我不止一次、現在仍是要鄭重地向您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沒有您們的同工，家教會的工作必定失色不少，願主記念您們的勞苦！

　　在迎向2006年的開始，讓我們繼續努力為主跑當跑的路，打那美好的仗，

為北角衞理小學盡上自己的份，我深信主必保守我們，並且保守到底。



(1) 閱讀和成長

我們怎樣帶領兒童閱

讀 ， 兒 童 就 怎 麼 成

長。閱讀的種子給孩

子栽出愛心、美麗、

快樂、智慧及幸福。

(2) 閱讀樂園

♥ 時 — 可隨時隨地，視

作家庭節目之一

♥ 地 — 從家出發

♥ 人 — 父母及孩子

(3) 由選書開始

父母可以為兒童選擇

★ 兒童圖書故事(繪本)

★ 優美及歷久常新的文學故事

★ 生活科學故事

★ 增強分階段學習的套書系列

★ 父母自己也樂在其中的故事

專題講座

(4) 伴讀技巧

適合一、二年級

A. 由封面開始 — 

 引發孩子對書的親近，

 好奇及興趣

B. 猜一猜遊戲 — 

 猜想一下題目含義或預

測內容

C. 圖文聯繫說故事 — 

    鼓勵孩子細看圖書、

 想一想、說一說

 (適用於圖片豐富的圖書)

適合較高年級

A. 重覆閱讀的樂趣 —

    一次又一次的讀可幫助孩子熟

      悉故事的結構與情節的編排

B. 開展互動的樂趣 —

  引導兒童跟其他已讀過的書，

將人物特色及內容情節連結和

比較

C. 開發系列閱讀 —

 跟孩子談談他喜歡的

作者/題材，幫助孩子

蒐集這些作者/題材的

作品，例如猪的系列

D. 融於生活的討論 —

 幫助孩子以生活中的實例來思

考書裡的概念，也可跟孩子討

論書裡的特別人物的作為

E. 藉討論幫助孩子發現書中的主

題

C. 寫故事卡 — 把讀到及

欣賞的內容重新整理，

畫畫或做故事卡

D. 小小手工書 — 用有趣

方法寫出故事的重點及

閱讀後的感受

(5) 讀寫結合

A. 講故事 — 有條理，

而生動地複述出來

B. 參加親子故事活動

故事網址：故事網址：

http://resources.ed.gov.hk/story-telling/http://resources.ed.gov.hk/story-telling/

http://www.dragonwise.hku.hk/dragonwise/

　　我們深信上帝看顧信靠衪的人，盼望我

們的孩子和學校都因信靠衪而得到祝福，所

以上午校家長義工組每兩個星期便一同為學

校守望。在短短的一年多，家長們都經歷了

許多祝福和成長，也由於各位組員的努力，

促成了「家長資源角」閱書會的成立，與更

多家長一同為教好下一代而努力。

　　歡迎家長加入我們禱告的行列。請於上

午校長週九時半後到學校會客室與聯絡組組

長陳葉紫敏女士聯絡。

這個故事很有趣，同學們都
聚精會神地傾聽。

看，家長義工多投入！

故事爸媽故事爸媽



「同心同行一家親」「同心同行一家親」
親子義工訓練重聚日親子義工訓練重聚日

透過做義工我們學會了彼此
合作溝通、互相支持⋯⋯

你和我一起讀這個

故事好嗎？

這個故事真有趣！

關何佩蘭

（3C關汀藍家長）

「週六
 

「週六
 Rea

「家
長加
油站
」

伴讀計
劃」

Mummy & Daddy

　

　　「家長資源角」開業一

年了！

　　每個上午校長週的早上，約二十位參加

「家長資源角」的家長，一同在會客室裡分享閱書

的心得。

　　上學期我們已經完成閱讀《兒童愛之語》一書，大家正努力

學習與孩子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現在我們選擇閱讀的書籍是《家庭性教育》，本書強調父母須在

生理、倫理與真理的基礎上，裝備孩子在這情慾橫流的社會，持守貞潔，

建立美善的家庭。父母要教導孩子性知識，免得他們被坊間謬誤的見解迷惑，

防止他們成為同性戀者。於他們踏入青春期之前，預早做好心理預備，與他們

訂立拍拖守則，保護孩子不要因錯誤的性觀念，後悔

莫及。我們誠意邀請有興趣的家長加入我們這個閱書會。

　　除了努力學習外，我們也有開心玩樂的時刻。

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們多個家庭一家大小，聯袂

到戶外打波和燒烤。爸爸負責起爐，媽媽做美味的

牛肉，加上小孩子們遊戲的歡笑聲，各人都享受了

快樂的一天。

作為一位母親，是上帝賜給我們的一份「優差」。

「優」是因為這是一份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時，年終無休的

一份「差」事。雖然我們都很享受箇中的樂趣，但是有時也會

有一種需要「Give me a break!」（「讓我竭竭吧！」）的感覺。

這正是下午校家長義工組成立「家長加油站」的目的。十分感謝

校方提供「會客室」給我們作為加油站的基地。讓我們一群有

共同話題、共同目標，希望在當中得到彼此支持的母親們有一

個可尋求「加油」的地方。

　　　二○○六年一月四日「家長加油站」終於舉行了

第一次加油項目–「午餐聚會」，我們得到校方全力

支持，委派代表馮秀瑛姑娘（學生輔導主任），在百

忙中抽空出席為我們祝福祈禱。那天，家長們彼此

認識，互相交換心得，實在是一個既高興又充實

的下午。

　　　繼午餐聚會後，我們將會在下學期

開始推出連串精彩加油項目，如湯水篇、

食譜分享、好書分享、親子心得分享等，

還有球類、行山等活動。

　　家長們，請勿錯過「加油」的

機會。讓我們互相鼓勵，成為一位

「有心」、「有力」的母親吧！

資深的
Reading
Mummies

陳葉紫敏（6A陳
藹
寧
家
長
）



很高興新一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在

公平、公開和公正的選舉中誕生了，

本年度除有六位舊委員連任外，其中

兩位還代表家長出席本校校董會，共

策學校發展事工，感謝各位家長對學

校的關愛與支持，願主賜福與您們。

梁麗麗校長

黎婉玲主任

有人說：「今天種樹，他日

乘涼」，但願茁壯的「家長

教師會」，在邁向十年樹木

的日子裏，更能開出美麗的

花，結出甜美的果。

我與外子都很慶幸我們的小種

子「勳譽」能於北角衞理小

學這片樂田中成長。這裏有

肥沃田壤——「優良師資」、

充足陽光——「師生關愛」、新

鮮空氣——「學校致力推行各優質教學」和充足水份——

「各家長義工之強大支援」。就讓各北角衞理小學的

「小種子」在這片樂土上茁壯成長吧！

莊李玉蘭女士

吳吳愛明女士

今年是我在家長教師會的第六

年，也是最後任期，很感謝大

家多年來對我的支持和信任，

我將盡我所能為PTA會務工作

出分綿力。

大家好！我是周清儀老師。

很高興這年度能夠在家教會

和大家見面，希望可以和大

家多合作和交流經驗。

周清儀老師

我最愛置身於家長當中，

因為北衞的家長讓我

深深感覺到愛與付

出。我特別要多謝

一羣熱心服務的家

長，在您們當中不單

讓我感到光榮，亦令我有

一份幸福的感覺。

馮秀瑛姑娘

大家好！我是潘步成老師，很高

興能成為今屆的P.T.A.委員。我

是任教數學和電腦科的，餘閒時

最喜愛打籃球及彈結他。

潘步成老師

大家好！我是戴綺華老師，我的喜

好是看書、釣魚和聽音樂。有幸本

年度能再次成為家長教師會的委

員，相信透過各委員的通力合作，

必定能將家教會的活動辦得更有聲

有色。

戴綺華老師

陳張若蝶女士

我最喜愛與家人一起，

無論是逛街、看電

影、吃喝玩樂抑或

是煮菜、做家務，

我都很享受與他們一

起相聚的時光。
我很高興能繼續為家長教師

會服務，過去一年與一群熱

衷於服務學生的義工家長共

事令我獲益良多，希望今年

我們籌辦的各項活動能獲得

各家長會員支持，謝謝！

金成耀先生



很高興可以再

次為家教會

服務。我希

望會務能順

利 推 行 ， 昂

然踏進十週年，

家中各人能繼續開開心

心地過每一天。

大家好，我是鍾雪英老師，

主要任教中文、數學和普通

話。我很高興今年能繼續成

為PTA的委員。

鍾雪英老師

我很高興今年能參與家教會

工作，相信家校携手合作，

能為孩童快樂的童年添上更

美麗的色彩。

曾水蓮老師

陳雁翎老師

大家好!我是陳雁翎老師。很高興今

年能夠再在家教會和各委員一起為各

位服務。

王曲秀紅女士

第一次參加家長教師會工作，被選為

增補委員，感到非常榮幸。多謝各位

家長支持，我會盡力的。

關婧老師

「為你感謝神，同路極珍貴！」

願今年與各位家長和孩子們同心

同行。

黃許春愛女士

參加了家教會後，我有機會藉活動與

校長、老師、工友及學生親近了。在

未來的故事爸媽時間，我希望能幫助

學生認識救恩。

學校是孩子的第二個家，對孩子的成

長及學習影響深遠。加入家教會使

我更了解學校運作，協助推展各項活

動。希望各位家長積極參與，實踐家

校合作精神。

麥郭小芳女士
蔡徐笑歡女士

盼望今年能使更多家長認識和參與會

務工作，實踐家校合作，使孩子們能

在一個優質而又關愛融洽的學習環境

下成長。

小兒剛升讀一年級，我和太太也分別

擔任PTA增補委員和家長義工，希望

可以幫助同學提高學習興趣。

蕭永強先生

這七、八年來在孩子身

上所花的精力和時間

實在難以數算，但

看到他們時常流露

出愉快的笑容，便是

最大的回報。

馮錦棠先生

吳陳愛青女士

第
九
屆
家
長
教
師
會
委
員

第
九
屆
家
長
教
師
會
委
員





令我開心的事情

家長家長

認為子女多喜歡在家裡

或是在麥當奴開生日

會，最重要的是要有很

多小朋友出席。

多數希望生日時與家人一起

吃飯，是否舉行生日會不是最

重要﹔當中也有同學希望在家

裡開生日會和到Pizza 

Hut。

同學們同學們

認為子女感到最開心的事情

是與家人一起去旅行、露營﹔

父母不用上班，能夠陪伴他

們一起。

家長家長
同學們同學們

大多認為考試高分和獲

取獎項是最開心的事情。其他

的包括：與朋友吃飯、吃雪糕火

鍋、居住五星級酒店、到海洋公

園、看電影、不用做功課等。

家長家長

認為令子女最不高興的

事情是把他們的東西丟

掉。

同學們同學們

認為令自己最不高

興的事情是父母不守諾

言，說了的東西沒有兌

現，以及自己的考試成績

不理想。

我和家人的相處

家長家長
認為子女最不喜歡父

母吵架、責罵他們、

長時間電話聊天等。

同學們同學們

不喜歡父母吵架、

打罵他們、冤枉他

們。

1

同學們同學們

大事化小，小事化

無；請父母給予意見，幫

忙改善；面壁一小時；一整

天不准玩他們心愛的遊戲；

與他們慢慢傾談，不要苛

責。

認為自己需要零用錢的數目

沒一定，足夠便可，但放假時可

能需要多一些；大致是每月20元、

30元、50元等。大多數的同學均

認為自己並不需要零用錢，因父

母已供應各項所需。

同學們同學們
生活行為

家長家長

認為子女多捨不得自己花

錢購物，因此他們寧願不要

零用錢，有需要時才由

父母供給。

3 上興趣班

同學們同學們
多喜歡屬於球類活

動的興趣班﹔其他的

包括﹕電腦、舞蹈、

鋼琴、小提琴等。

4

有家長談及她安排

其子女參與共11個興

趣班，其餘的平均也有

7至8個。

家長家長

家長家長
假如子女做了不

應該做的事，處理的

方法包括：削減其原來享有的權

利、要他們自己承擔後果、向別人

道歉、扣減零用錢、罰企。但家長

亦承認，當自己情緒激動時，上述

各點有時亦不容易做到，而在激動

過後，心裡亦會感到後悔。

同學們同學們

認為對父母沒有徵詢

他們的意見便替他們報

名興趣班，是感到不高

興的，他們因此有些會拖

延時間或是假裝生病

而不參與。

家長家長

認為子女較喜愛上玩樂性

的興趣班，但是否有好老師

教導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家長們認為子女不喜歡上學術

性和需要考試的興趣班。

2
家長子女真情對話家長子女真情對話

本篇報導分別訪問了上、下午校五、六年級各八位同學和家

長，就生活上的一些環節，向同學和家長分別提問，以了解

家長和子女不同的看法，從而增進彼此的溝通和了解。

假如我犯了錯，
我希望父母如何處理？

零用錢 喜歡的興趣班

誰主導參與？

最開心是甚麼？

生日
我不喜歡父母做的事：

令我最感不高興的事情：



主席的話

由左至右

6A林舜嵐　　6C何韞彤　　6A馮暐晴　　6C陳若馨

6A洪量丰　　6B洪澄欣　　6C張樂生

教育統籌局首席教育主任(港島)葉靈璧女士

編輯委員
顧問：林崇智牧師
　　　梁麗麗校長

委員：馮錦棠先生
　　　蕭永強先生
　　　王曲秀紅女士
　　　周清儀老師

2004至2005年度2004至2005年度
獲家長教師會獎學金的

小六同學小六同學

家教會歡迎各家
長來稿。

下期會訊將於二
○○六年七月份

出版，請踴躍支
持，來稿請交學

校轉會訊委員收
。

主題：子女親情

字數：約一百五
十字

截稿日期：200
6年5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