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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北角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北角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

第二十一期第二十一期

顧　　問：林崇智牧師　梁麗麗校長
主　　席：張若蝶女士
副　主　席：鄭文彬主任
書　　記：唐潔貞老師、張馨文女士
司　　庫：梁蕙楨老師、勞錦祥先生
總　　務：馮婉湄老師、陳淑玲女士
康　　樂：唐鳳瑜老師、彭佩儀女士
聯　　誼：畢錦龍老師、郭小芳女士
會　　籍：胡金燕老師、陳愛青女士
會　　訊：呂貴芬老師、譚文耀先生
增補委員：歐陽樹容女士
　　　　　戴國光先生
　　　　　邱玉梅女士

三千六百五十日前，家與校攜手育幼苗

十載一百二十月後，師共生同心享綠蔭

 鄭育良先生（1C 鄭朗峰家長）

加添友誼十年情

減輕疑慮顯積極

乘倍關懷獻真心

除舊創新策群力

董達華先生（5C 董皕曦、3C 董兼瑋家長）

家校十載情不老

桃李滿門北衞路

譚文耀先生（5C 譚希琳、1C 譚安琳家長）

主主席席的的話話
　　北角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自1997年成立至今已經十載，而我加入北角衞理　　北角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自1997年成立至今已經十載，而我加入北角衞理
小學亦已踏進第八個年頭，有幸在過去六年都有份參與家長教師會的工作。每次小學亦已踏進第八個年頭，有幸在過去六年都有份參與家長教師會的工作。每次
回校無論是參與委員會會議，或是在長週參與「伴讀爸媽」及「同儕伴讀」的工回校無論是參與委員會會議，或是在長週參與「伴讀爸媽」及「同儕伴讀」的工
作，我已漸漸融入這個大家庭，成了學校裏的一份子。每看到家裏的人，無論是作，我已漸漸融入這個大家庭，成了學校裏的一份子。每看到家裏的人，無論是
家長、校長、老師、校務處同工、工友或同學們，都是那麼親切家長、校長、老師、校務處同工、工友或同學們，都是那麼親切－－一聲招呼、一聲招呼、
一個點頭、一個微笑、一句問候⋯⋯已成了我的力量和滿足，推動着我努力前一個點頭、一個微笑、一句問候⋯⋯已成了我的力量和滿足，推動着我努力前
行。行。

　　雖然前些日子學校裏有同學因病離世，傷感和不捨在所難免。但當中我經歷　　雖然前些日子學校裏有同學因病離世，傷感和不捨在所難免。但當中我經歷
到全校各人均努力地發揮「家」的角色，大家對需要幫助和關心的人所付出的愛到全校各人均努力地發揮「家」的角色，大家對需要幫助和關心的人所付出的愛
護、關懷和支持，大大彰顯了基督的愛和香氣。令我深深相信「萬事都互相效護、關懷和支持，大大彰顯了基督的愛和香氣。令我深深相信「萬事都互相效
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在新的一年，祝願大家身心靈得着滿足！　　在新的一年，祝願大家身心靈得着滿足！

第十一屆家
教會委員

第十一屆家
教會委員

名單：名單：

張若蝶女士張若蝶女士



主席張若蝶女士
各位好！還記得去年介紹我的名字嗎？我名

叫阿「邑」(Yup)，是我鄉下海南島「蝶」

字的發音。我很喜歡作聆聽者，聆聽您們的

傾訴，歡迎您們與我同行！

副主席鄭文彬主任
很享受過去一年在家教會的工

作，希望能在本屆跟家長緊密

合作，籌辦更多好的活動，凝

聚家長，讓學生更享受校園生

活。

書記唐潔貞老師
我是2D班班主任唐潔貞老師，很

高興今年能參與家長教師會的工

作，希望透過家校攜手合作，為

孩童在校的時光添上一份色彩。

總務馮婉湄老師
我是馮婉湄老師，很榮幸今年能再次參

與家教會的工作。我希望能為學生帶來

更多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亦同時作為

一道橋樑，加強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溝

通。

總務陳淑玲女士
很希望藉著參與家教會

去為學校做點事，也同

一時間能讓孩子分享到

參與服務的樂趣。

會訊譚文耀先生
在家教會的服侍，我看為是一種生命

的操練。盡力分配時間和齊來分工合

作，只為一個目的，就是要造福各位

家長，是極有意義的工作，但願您都

一同參與。

會訊呂貴芬老師
大家好！我是呂貴芬老師，今年我又回歸PTA

團隊與大家攜手合作，努力推展各項活動，願

同學在家校合作下，學習得更愉快。

書記張馨文女士
我很喜歡小朋友，所以雖然相距七年，還是多要了一個小

寶寶。 參加了家

教會後，才開始

多參與學校的活

動，這才開始認

識和懂得欣賞學

校為學生所做的

一切。  我很高

興今年可以正式

成為家教會的成

員！

顧問梁麗麗校長
「十年人事幾翻新」。雖然每屆家長教師會都有

新的家長和教師加入成為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

但彼此為學校服務的心卻因為有了新的成員、新

的動力而更加投入。我衷心感謝您們，願本年度

家長教師會的工作『因為有您』會發展得更好！

本本屆屆家家 教會委員

司庫梁蕙楨老師
大家好！我是梁蕙楨老師。我主要任教英

文科，喜愛以活潑的教學方法令小孩子增

加對學習英文的興趣。今年度再於家教會

擔任教師司庫一職，請多多指教！

司庫勞錦祥先生
很高興今年再度擔任司庫一職，財務管理是我的專長，但

在教導子女方面，有時

卻有力不從心的感覺，

透過參與PTA的工作，

我對子女們在校內的

情況有更多的了解，大

大增強了我們的親子關

係。



康樂歐陽樹容女士
好高興加入北衞大家庭，

一家人懷著興奮及緊張的

心情迎接孩子升讀小一帶

來的變化，我們各人擔任

不同的角色，我就成了家

教會的增補委員，有機會

服務和更多了解學校，願

孩子靠著神的恩典在學校

裏快樂地學習及成長。

康樂唐鳳瑜老師
大家好！我是唐鳳瑜老

師。很高興今年能參與

家教會的工作，盼望透

過家校攜手合作，讓孩

子們能在一個優質的關

愛校園中成長。

康樂彭佩儀女士
承擔使命、擁抱挑戰。

以信望愛、互勵互勉。

聯誼畢錦龍老師
大家好！我是畢錦龍老師。

很高興上年度能夠嘗試參與

PTA，擔任聯誼一職，了解到

PTA的基本運作、日常事務及

各家長的盡心盡力，令我獲益

良多。今年度有幸留任PTA這

個大家庭裡，定必繼續竭盡所

能，盡我的綿力為PTA服務。

會籍胡金燕老師
我是胡金燕老師，很高興成為北角衞理小學第

十一屆家長教師會的委員。既是老師，亦是家

長的我，希望能與本屆委員合作，為我們的孩

子努力。

會籍  陳愛青女士
今年是我最後一年為家教會服務。在這五年

中，我很高興可以認識到一群熱心的家長，

在他們身上學到了不少培育兒童的心得。

聯誼郭小芬女士
很高興可以再為家教會服務，與校長、

各位老師和家長們一同手牽手、肩並肩

𢹂手合作，共同為我們的小孩子創造未

來。願主祝福北角衞理小學。

聯誼邱玉梅女士
I have two sons. One is in Form 2 and the other 

is in Primary 3. Currently, the eldest is in rebellious 

stage, and I am grateful for the help of his teacher 

and social worker in assisting us to handle him 

better. With this experience in hand, I decided to join 

PTA so that I can better familiarize more with the 

school, teachers and parents as well as providing 

assistance if needed.

會訊戴國光先生
我有一對攣生子女分別在1A，1B班就

讀，我是金融從業人員，工餘時間參與

社區和社團工作，今次加入家教會希望

能與各位家長老師分享和學習教導小孩

的經驗。

本屆家 教教會會委委員員



節目表演

蒙　天父保守和
帶領，北角衞理

小學家長教師會
已成

立十周年。為紀
念這特別的日子

，我們謹訂於主
曆二

零零七年七月五
日（星期四）晚

上假稻香超級漁
港

（杏花邨）迎囍
大酒樓舉行十周

年感恩聚餐，讓
師

生、家長及歷屆
家教會委員能聚

首一堂，共同慶
賀。

十周年活動回顧

嘉賓留名

主席陳太致歡迎詞

11999977－－2007

北北角角衞衞理理小小學學家家長長教教師會十周年感恩聚餐



我們把歷屆家教會委員

的名字都砌好了

是日筵開25席，場面非常熱閙

切餅儀式

1997－22000077

北角衞理小學家長 師會會十十周周年年感感恩恩聚聚餐餐

真開心，

我們都抽

中大獎了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可見栽培一個

人殊不容易。二零零七年是北角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成立

十周年，能成為第十屆家長教師會的教師委員，並見證這

個歷史時刻實在難得。在協助家長籌辦十周年感恩聚餐期

間，我深深體會到家長對學校的支持，他們不單付出時間

和心力，更付出不少愛心。晚宴其中一個高潮就是師生與

家長一同用手印出一幅美麗的樹畫，畫布上滿佈大大小小

的七彩掌印，此情此景實在美極了！這幅圖畫正好表達出

家校互相配搭，決心共建一所優質學校和一個關愛家庭的

憑證。我深信在未來的日子裏，定能繼續看到更多美麗動

人的畫面，家校同心把小小的樹苗栽培成堅挺的大樹。

鄭文彬主任

齊齊心心建建立立愛愛心心樹 樹 

歷屆家教會委員合照

校監、校董、校長、歷屆家教會主席

及委員共敍一堂



家長教師會十歲了！

相對於有更長歷史的北角衞理小學而言，家長教師會可說是新生事

物。由於年輕，我們的家長教師會顯得活力十足。它推動了許多活動，

讓家長有機會參與、有機會服務，也有機會互相交流和學習。最重要的

是，我們這些成年人，以身作則，向孩子們傳達了很多重要的信息。例

如：

 ‧ 父母關心他們的教育，並非只關心分數。家長教師會許多活

動，都是全人關懷、全人發展的。

 ‧ 教養孩童不只是母親的工作，不只是教師的責任，家長教師

會有相當數目的父親參與。

 ‧ 父母與子女一起成長，父母也經常學習。

 ‧ 父母與老師是合作伙伴。

很欣賞大家的努力和付出，祝家長教師會更進一步！

文蘭芳女士(校友關珩家長)

　　過去幾年，在北衞家教會與高

質素的家長們合作下，看到大家不

遺餘力，也看到學校給予家長們許

多支持，為大家提供有效的溝通途

徑，實在有助大家達到家校合作之

崇高目的。過去家長們所付出的愛

心是我非常欣賞的，也使我獲益良

多。雖然我的小朋友已經離開了北

衞，時至今日，我仍然十分懷念曾

經與我共事過的家長朋友和過去在

家教會的日子。

金成耀先生（校友金日朗家長）

　　十歲了！北角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生日快樂！

　　喜見家教會一年比一年壯大，參與家教會活動的

人數，每年都在增加，以「親子旅行」為例，由三年

前的400多人，到今年的1000多人，可見家教會

的活動，愈來愈受家長歡迎。

　　其實除了每年的「親子旅行」，家教

會舉辦給家長參與的活動也增多了，例

如由「家長加油站」主辦的講座或手工

藝班，家長的反應也很熱烈。我相信透

過雙方的參與和接觸，家教會可與家長

建立一個更密切的關係，這亦是我們所

期待的。

曾煥兒女士（4A 許穎楠家長）

　　自女兒入讀北衞小一，我就承諾參與家教會的工

作，希望與女兒「共同進退」，守這諾言實在不容

易，但轉眼間，已過了五年多的光陰，今年已是我在

家教會的第六年，也是最後一年了，深願與大家分享

一些內心的感受。

　　當大兒子在北衞就讀期間，梁麗麗校長加入了這

個大家庭，梁校長給我留下美好的印象。她很懂得欣

賞家長們的才華，為家長提供不少在校參與學校的機

會，讓家長可以協助學校的發展，大大提升了家長和

學生對北衞的投入感。梁校長在建構北衞關愛校園的

氣氛上實在是居功至偉，我深深體會到團隊精神在校

內不同層面都漸漸成熟，各人都注重以關心和愛護彼

此相待。

　　回想起當年「非典」期間，梁校長讓家長們有機

會回校協助量度學童體溫，預防疫情擴散，大家都風

雨不改的參與這工作，家校間深深建立了彼此的感

情，實是患難見真情。

　　　另外，馮姑娘在最近五年也建立了不少小

組，讓家長積極參與帶領小組的工作，促進

家長與家長間的互動與彼此支持，使我們作

家長的，可以更深體會孩子在學習過程中

的苦與樂，建立起更正面的親子關係。

陳愛青女士（6A 吳祖怡家長）

十十
載載
佳佳話話

傳傳家家校校



視藝 6A梁靄詩(左1) 6C周婉祺(左2)

音樂 6A何思賢(左3) 6C羅愷寧(左4)

體育 6B吳梓軒(左5) 6C林曉聰(左6)

頒獎嘉賓：港島首席教育主任譚貫枝先生

北角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
2006-2007年度
(第10屆)財政簡報
(01/10/2006–30/09/2007)

2006-07年度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得獎學生

家家長長義義工工晚晚會會

HK$ HK$
收入
2006-2007會費收入 46,000
教育局津貼 9,840
籌款收入(便服日) 33,309
活動收入(十週年晚宴及親子旅行) 152,640
利息收入 1,520

收入總數 243,309
支出
會訊 14,800
教育講座 5,996
郵費，印刷，文具，雜項 1,839
聖誕節活動禮物 4,600
資助運動遊戲日 10,000
十週年晚宴支出 50,118
親子旅行支出 101,750
贊助學校每日一篇活動 7,000
獎學金 3,600
PTA活動開支 4,016
敬師活動 952
例會開支 1,641
東區家長教師會年費 300
雜項 677
便服日籌款付學校 33,309

支出總數 240,598
本年度收支盈餘 2,711
年初累積盈餘(01/10/2006) 35,512
本年結累積盈餘(30/09/2007) 38,223

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
本年結累積盈餘 (如上) 38,223
預收2007-2008 年度會費 48,700
預支2007-2008 贊助每日一篇 (7,000)
30/09/2007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 79,923



三棵樹的願望都實現了。

神會模造我們成為合祂心意的人，

並使用願意的人為祂作工。

第一棵小樹夢想著長大要成為一個世界上最

美麗的寶箱，盛載最珍貴的寶物；第二棵小

樹夢想著長大要成為世界上最堅固的大船；

第三棵小樹夢想著長大要成為世界上最高的

大樹，能讓人想起神。

伐木工人上山砍伐

這三棵樹。

第一棵樹造馬槽盛載動物吃的乾草

第二棵樹打造成一隻魚船

第三棵樹造成十字架

2007-2008年度2007-2008年度
愛愛心心便便服服日日暨暨聖聖誕誕聯聯歡歡會會

話 劇 
表 演 

三棵樹的傳說三棵樹的傳說



同儕（音柴）伴讀計劃，又名「小老師」計劃

活動內容： 

由「小老師」（通常是小五、小六的高年級學兄、學姊）鼓勵和協助有需要的初小

（通常是小一、小二）學弟或學妹進行識字和閱讀文章等練習。

活動進行期間： 

每學年的十一月初至翌年的五月尾，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15至8:00和下午12:10

至1:00（學校假期及學生考試期間暫停）

家長義工的角式： 

1. 協助和支援參與者（包括「小老師」及「學習大使」）在活動進行時，解決有關

閱讀的問題。

2. 鼓勵每對（一位「小老師」和一位「學習大使」）參加者互相合作並在出席活動

時自律守規。

家長義工所需的資格：

能帶着愉悅的心、鼓勵的言語出席（通常按個別家長義工選擇，從週一至週五中，

任擇一天或多天）活動。

「同「同儕儕伴伴讀」讀」計計劃劃

學姊助學弟、學妹閱讀

文章

同心同行樂伴讀，auntie、大使互關懷。同心同行樂伴讀，auntie、大使互關懷。

「愛子有方」講座節錄

家長義工分享

　　參加了同「儕」伴讀的義工服務已有一

年多的時間。回想第一年的上午校同「儕」

伴讀的工作，大家都在一邊「估計」一邊「嘗

試」，心情實在是十分緊張的。但當我們完

成了第一年的試驗計劃，我們都十分興奮，因

為同學們，包括學習大使及小老師的投入，積

極參與，實在給我打了一枝很大的強心針，而

且，我們亦親身體驗到學員們在小老師的呵護

和鼓勵下，在閱讀以至理解篇章的內容和技巧

上躍進了不少，實在是使我們不得不讚賞他

們的努力和堅持。小老師的耐性、愛心以及對

學員的關顧亦叫我們感動非常。我實在覺得同

「儕」伴讀計劃是一份十分有意義的義工服

務。



　　如果家長

想孩子長大後

理 財 有 道 ，

現 在 就 應 該

讓孩子學習有關理財的正確態度，

並從幼年便能夠建立起一套對現金

運用、生命投資、消費文化等實用

課題的健康觀念，相信對他們長大

後的理財態度是有幫助的。親子理

財工作坊首先喚起家長們對親子理

財的了解和迴響，再藉著簡短講解

和義工家長互動的經驗分享，引導

大家反思何謂「健康的親子理財」

觀念，最後，使參加者有機會學到

Treasure Map這個親子理財工具，

盼望各人能夠回家與自己的配偶和

孩子一起創造出屬於自己家庭的健

康親子理財方法，叫子女們一生受

用，享受豐足的人生。以下是當日

的一份問卷，您也來試試自我評估

吧！

親子理財小問卷

　　這是個有助家長自我評估的練習，讓大家在訓練子女健康理財習慣一事上更有效
發揮親職潛能。「是」表示您正在有效地使用這些方式與孩子相處和訓練孩子理財；
「否」可能表示您需要在這方式上幫助子女更多。這些問題一般是對任何年齡的孩子
而言的，在孩子的不同年齡發展階段中，會顯示出您在不同範疇或題目上的訓練情
況，並無對錯之分，只是因人而異。

是 否

　 　 1. 我每個孩子是否也有些金錢是由他／她自行管理，沒有受我干預？

　 　 2. 我是否有幫助孩子製訂出一套消費及儲蓄計劃？

　 　 3. 我是否有避免運用金錢來作為生活中獎勵或懲罰？

　 　 4. 我每個孩子是否有恆常協助某些家務？

　 　 5. 我是否有為孩子立下了良好和忠實的錢財事情上的觀念和榜樣？

　 　 6. 我是否有讓孩子隨著年紀漸長而加增其財務管理責任？

　 　 7. 我是否一個金錢好管家，能給予孩子跟隨的好榜樣？

　 　 8. 我是否有容許孩子在有不同選擇時，自行作出財務決定？

　 　 9. 我是否有稱讚孩子作出明智的財務決定？

　 　 10. 我是否有幫助孩子找出適合其年齡和能力賺取零用錢的方法？

　 　
11. 我是否有容許孩子在有關金錢事情上犯錯，並且幫助他們明白財務錯誤
的各種後果？

　 　
12. 我是否時常有向孩子用言語表達出心聲，自己面對物質的慾望超過經濟
能力所能承擔時，是如何戰勝自己，向物質的慾望說聲「不」？

Adapted from Money Sense for Your Children, Alice Mills Morrow, Extension Family Economic 
Specialist,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Extension Service. (Chinese Version: Translated by Matthew 
Tam)

家教會小記者

　　由家庭基建徐惠儀女士主講的「愛子有方」親職
講座已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廿七日順利完成。多謝
各位家長踴躍出席，一同為自己作家長的身份
打打氣，加加油。

　　徐女士帶領我們再注目孩子在不同年齡
階段的特性，讓我們更加認識自己的兒女，
也明白到父母對兒女的要求及訓練，是應該配合他們的年齡的。除此之外，她
分別講解兩種我們常用的管教方法：鼓勵與懲罰。徐女士提醒我們要發出「有
效的鼓勵」。有效的鼓勵是要針對孩子付出的努力或某一項成就而稱讚的；並
且能表達出未來對孩子的期許。至於懲罰方面，徐女士所提的其中一個原則：
「不要傷害尊嚴」，筆者覺得這是一條重要的界線，是讓我們能達致放下自己、
心中柔軟、衝突時冷靜注意用詞、最後能和睦收場的一個寶貴指標。

　　最後，徐女士以介紹健康和快樂的家庭氣氛作結束，我們也帶著這份積極的心
情，回家為兒女們建造有愛的安樂窩！

家教會小記者

「「愛愛子子有方有方」」講座節錄講座節錄

「愛子有方」者專

親親子子理理財財

工工作作坊坊



顧問︰校監林崇智牧師、梁麗麗校長

委員︰譚文耀先生、彭佩儀女士、陳愛青女士、戴國光先生、呂貴芬老師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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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徵稿
第二十二期會訊將於2008年7月出版，誠意邀請家長積極參

與，撰稿分享以下題目：

1.  夫婦如何配搭合作，培育小學子女健康成長

2.  如何發掘孩子的潛能及培育資優兒童發揮所長

來稿請交貴子女的班主任代轉家長教師會會訊收，或電郵到 

npmps_pta_newsletter@yahoo.com.hk 會訊編輯組收

★ 截稿日期：2008年5月15日

★ 字數：約150字(來稿刊登與否恕不退還)

家家長長心心聲聲

　　時間怱怱過去，女兒不經不
覺已經八歲了。這幾個年頭，總覺時
間跑得很快，脚步還未站得穩，一個
學期又過去了！

　　作為母親，我持守的理念是要盡心
教導孩子、盡力去做好每件事，學習每
次過程中的不同得着和教訓。一方面要
欣賞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要接受事
情的結果。有時，盡管事情的結果與自
己的願望可能有差異，也應該勇敢地去
面對。

　　最近聽了一個講座，講者再三提
及孩子成長的經歷與父、母親身教的
重要。尤其他指出在經歷裏不斷學習
的孩子，才懂得獨立處事；才能夠活
生生地把課堂上學習到的知識和過去
經歷中所吸取的大大小小智慧，融入
到他們將來的生活中。有時，父母的
過份照顧和愛護，很可能會成為孩子
學習經歷的障礙。我很認同他的說
法。他的言論更為我帶來多方面的反
思及提醒⋯⋯

　　現在，就讓我們以自己作榜樣，
帶領兒女們用正面的態度去實踐自己
的目標，做個樂觀、積極的孩子吧！

陳淑玲女士
(2A 吳天慧家長)

　　很開心在過去參與家教會的服侍，認識了很多有心的家長，雖然相隔已經
五年多，至今彼此仍有聯絡，擁有一份深厚的情誼；另外，我也藉著參與家教
會加深了自己對學校的認識。我最欣賞的是梁校長，她讓家長們對學校的發展具
有十足信心。

　　回想起在第四屆家教會中，我們開始尋找家長義工參與家教會工作，這可算是家教會運作上的一個新里
程。在此，家長們的認識促進了，友誼也加增了；也因為參與學校的工作，家長對學校的歸屬感也與日俱增，
對校務處職員和老師更熟悉，他們友善的面容實在珍貴，這也成為對家校合作的一種幫助。

　　早期的家教會運作需要極多彼此接觸和合作，磨合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這些困難都能在大家同心合
意中一一解決，大家的努力實在值得欣賞呢！轉眼間，過去認識的家教會委員子女大都已經畢業離校了，只剩
下阿邑和吳陳愛青等人。昔日，阿邑被「捉」上主席之位置，多年來都看似未能「逃脫」，其實她是大忙人，
但因她有心和能幹，就做到今天了，這也是我們家長的福氣。

　　至於我能有份於開展「故事爸媽」和「Reading Mom and Dad」兩項活動感到十分高興。能夠接觸小朋
友，幫助他們成長，為他們講故事真是一件賞心的事！參與祈禱小組的家長，從開始至今，都是認真的禱告；
特別是在學生、家長或家庭遇上傷心困難時，我們在基督裏的祈禱都能帶來及時的安慰和幫助。

　　雖然自己是個忙碌的全職媽咪，但是回望過去，整個家庭一同參與家教會，實在是很有價值的。甚至我的
子女，也因為常常幫忙攜帶信件往返家校，而能夠為學校作出貢獻，感到很高興，他們也因此成長起來呢！

葉紫敏女士
(3A 陳爾德家長)

　　終於畢業了，充滿無限感恩。要多謝的當然是
背後默默負出的同工和經驗豐富的導師們。透過互
動分享，提高我對創建美滿家庭的知識和運用技
巧。慶幸我在孩子就讀北衞「小一」時已報讀了這
課程，讓我能加深學習，教育孩子，服侍同學／家
長、榮神益人。

　　記得課程上得著的甚多，認識了有共同目標／
抱負／困難的家長。透過導師的啟導，讓我了解培
育子女應有的態度和生活上多帶點“幽默感”的重
要(因這是與人溝通最好的潤滑劑)。家庭關係著重

溝通、諒解、鼓勵和支持。課程中的故事和小組遊戲都令我十分難忘
和受用。現在每見到讀本「三字經」、桌上一支平凡的鉛筆和美麗的
蝴蝶蛹，都會令我即時產生回憶和共鳴。

　　「一個人的快樂，不是因為他擁有得多，而是他計較得少」。最
後，重要的是多謝曾給予我支持嘅您、史恩延同學的關心、學校與老
師的支持和鼓勵。

　　祝願各位　身體健康，家庭幸福

彭佩儀女士（2A 史恩延家長）

「愛家、愛孩子創建美滿家庭」課程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