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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年度 J1F 陳灃慶家長莊效華女士 ( 小學部委員 )、P1H 傅企鴻家長吳苗妙女士 ( 小學部委員 )、P1P 戚柏瑀家長羅凱燕女士 ( 小學部委員 ) 及 ACK3L 蔡賀喬家長

陳琼女士 ( 幼稚園部列席委員 ) 分別因個人原因先後辭去委員及列席委員職務，J5F 勞慧琳家長謝妸娜女士 ( 小學部委員 ) 亦將於 2019-2020 年度離任。本會遵照會

章安排其他委員及列席委員替補。現尚欠委員職務，將於 2019 年 10 月之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中補選。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 箴言 22:6)

在很多人的眼中，加入家長教師會需要付出很多時間和
心力。對我而言，成為家長教師會的一分子，能讓我更了解小
孩的成長。

孩子每天有超過一半時間留在家中，最了解孩子的一定是
家長。如果得到家長的配合與支持，一定可以大大提升學校的
學與教效能。身為兩位小孩的爸爸，我很希望見證着他們健康
地成長。透過了解學校的運作，並與老師溝通，相信能夠讓小
孩有愉快的童年！

中英文幼稚園部幼望班 梁樂懿、
中英文幼稚園部高望班 梁樂行家長 

梁柏延先生 Patrick

二、主席的話
已經下學期中段了，我們的孩子又長大了許多，感恩看到本學年入讀

的新生們及家長們加入「崇真」這個大家庭，剛開始有些陌生，現在已經
變得十分投入。願各位家長與孩子繼續享受學校與老師們帶給我們的充滿
愛的校園生活。

新學年開始後，很多校本活動也陸陸續續順利完成，包括︰幼稚園部
高班游泳體驗日、新生面試及辦理入學手續；小學部水運會、書展、戶外
學習日、教育營、歷奇營及運動會；各節日長者探訪、嘉年華會、文化日、
親子大旅行及小小大會堂；還有一些恆常的義工活動，例如分發校園報章、
協助圖書館、協助校隊及幫幼稚園部製作教具等。非常感謝各位家長義工
付出愛心踴躍參與其中，願天父祝福大家，也盼望更多家長投身義工行列，
在未來的日子繼續協助所有活動順利進行。

這新一屆家長教師會委員中有很多新面孔，在此感謝各位家長委員願
意委身，義務擔當家長與學校溝通的平台，幫助更多家長更深入了解學校
與老師，交流經驗，協助學校多元發展全方位教育，營造一個愉快的學習
環境。

展望將來，我們一眾委員將會繼續努力，關注家庭教育及福音工作，重視家校溝通和合作。本會樂意協助家長們向學
校提供意見，希望學校保持優質的教學質素，這是本會的重要使命。因我們家長教師會的目標，是配合學校的基督教教育
精神，輔助學校成為一所高效能的學府。

2018-2020 年度崇真小學暨幼稚園家長教師會主席
國際小學部二信班 麥孝廉、英文小學部四愛班 麥孝臻家長

梁寶環女士 Circle

很榮幸能夠再次成為崇真小學暨幼稚園家長教師會委員，在此十分
感謝各位老師和家長的支持！

時間過得很快，回想過去兩年，過得特別充實和滿足。能在一所充滿
愛的學校擔當家長義工統籌，為各項活動出力，我感到十分有意義，更深
深感受到「家校合作」的重要性！每當與老師合作籌備活動，以及活動進
行時，都能感受到各位老師和家長義工的無私奉獻和愛心。活動之所以能
順利完成，全憑這些感動、愛與堅持，這也令我再一次參選家長教師會！

作為家長教師會委員，希望藉家校合作，繼續為我們的小朋友帶來
愉快和美好的校園生活，也希望我付出的一點點綿力能回饋學校和幫助
老師！

再次衷心感謝各位家長鼎力支持家長教師會所有校內活動！

英語普通話幼稚園部幼信班 陳加妤、國際小學部一信班 
陳加鋒家長 黃慧君女士 Be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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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非常榮幸繼續連任，擔任本屆崇真小學暨幼稚園家長教師會委員，
十分感謝各位老師和家長們的支持。過去兩年，我與丈夫見證着小朋友從
「個體」走進「群體生活」，在當中學習與成長，現在就讀高班的他實在懂
事和進步了許多，感恩他能夠在這所充滿愛的學校裏過着快樂的校園生活。
特別感謝校長、副校長、主任們、老師們和職工們對小朋友的愛護、耐心和
關懷，讓孩子們可以在關愛之中勇敢地探索這個世界。本人藉着家長教師會
委員的身分參與了多項活動，從而加深了對學校運作及教學理念的了解，明
白到家校合作對小朋友成長的重要性。今年有幸繼續為學校服務，我希望能
夠以過往兩年的經驗，為學校、家長及孩子們作出更多方面的貢獻。

英語普通話幼稚園部高望班 陳一言家長
馮嘉寶女士 Selina

大家好！我是家長教師會委員 Sammi，擔當家長義工統籌的職務。自大兒子入
讀崇真這三年多以來，我深深地感受到小朋友在崇真的快樂。這次，我有幸加入家
長教師會，讓我對學校有更深入的認識，在學習如何籌辦活動，如何擔當家校橋樑
的同時，能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家長及老師們共同努力，實在獲益良多。在每次活動
中，看到家長們為學校付出心力和時間，都讓我感到十分温暖，相信當孩子看到父
母對學校活動的投入，也會十分開心的。本人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裏能繼續為家校
和學生們盡一分力，讓我們的孩子能在和諧、快樂的環境中成長。

英語普通話幼稚園部低望班 何誠佑、國際小學部一信班 何澄謙家長
陳敏儒女士 Sammi

我是 EPK3F 朱梓瑜的家長，這是我的孩子在崇真學習的第三年；萬分有幸，
這也是我在家長教師會服務的第三年。這三年來，孩子在基督的大愛與崇真老師
的教導下成長了許多，而我也在家長教師會中成長了許多。未來，我的孩子會升
讀崇真小學部，而我亦會跟着她一起學習與成長。在家長教師會的三年裏，感恩
各位老師與委員的努力、包容，讓所有活動得以順利進行。在家長教師會的日子，
我見證了老師們的辛苦，也見證了各位委員的熱忱。希望未來的日子裏，大家可
以繼續努力，共同為孩子們打造一個充滿愛與關懷的校園。

英語普通話幼稚園部高信班 朱梓瑜家長
姚黎黎女士 Lilian

大家好！很高興成為本屆崇真小學暨幼稚園家長教師會的委員，我是負責家長義工
統籌工作的胡素珍 (Ada)。本人從事幼兒教育 26 年多，明白家校合作的重要性，亦深
深感受到成為崇真大家庭一分子的歸屬感。雖然我對家長教師會的工作是一名「新丁」，
但我樂於接受挑戰，希望透過家長教師會出一分力，全心盡力承擔會務，擔當良好和有
效的溝通橋樑，促進家校溝通、信任與合作，幫助孩子們建立理想的學習環境。我十
分盼望能夠繼續和家長教師會團隊成員一同開展這項別具意義的工作，和許多志同道
合的家長們一起為家校合作及孩子們的不斷成長盡心效力，衷心感謝！

英語普通話幼稚園部幼信班 蔡衍彤、英語普通話幼稚園部低望班 蔡衍培家長
胡素珍女士 Ada

    大家好！新學年開始，承蒙各位家長支持，我很榮幸可以加入本屆家長教師會。
大女兒由崇真幼稚園部升讀小學部，對學校越來越有歸屬感，而過往五年我也有參與不
同的家長義工活動，這次希望藉加入家長教師會，可以更了解學校，與學校更好地溝通，
讓每位小朋友都感受到學校的關懷及愛護，讓他們有愉快的學習環境及快樂的校園生活。

    希望在任期間，一眾家長教師會委員能為學校、家長及孩子們作出更多貢獻。

英文小學部三仁班 黃悅騫家長
譚雅怡女士 B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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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能加入崇真家長教師會的行列。短短幾個月時間，讓我對這所有着百年
歷史、既古老又年輕的學校，有了更深的認識。說古老，是因為她有着 122 年的
校史；說年輕，是因為她有一個朝氣蓬勃、充滿活力的管理團隊。在每一次會議中，
學校領導和家長委員們認真地討論校服顏色的搭配、戶外學習的具體安排，以及各
項工作的投入力度，由衷地為他們的嚴謹和認真點讚！

家長教師會是家長與學校溝通的平台，每一項活動的背後都有一群辛勤付出、
無私奉獻的人！在信、望、愛的引領下，讓我們心懷感恩，共同努力，為崇真更美
好的明天盡綿薄之力！

英文小學部三愛班 劉奕江家長
劉玉清女士 Helen

真的要感謝校長、副校長、各位老師和家長們的支持與信任，讓我
繼續參與家長教師會。

感恩有「與神同行」的感覺，因為上帝這幾個年頭一直用祝福帶領
着我完成家長教師會的服侍。看着孩子們在上帝的愛中成長，在學校有
老師們悉心的教導，深深體會到上帝對我們這個大家庭的愛。為替我們
的孩子建立更美好、更愉快的校園生活，我會做好上帝給我的事奉，繼
續與學校、家長委員們合作，同得美好的果效。將榮耀歸予我父上帝。
阿們。

國際小學部二信班 麥孝廉、英文小學部四愛班 麥孝臻家長
梁寶環女士 Circle

女兒睿熙從入讀崇真幼稚園部到如今小學二年級，轉眼間已經踏入第五個年頭。
回想當初，不但女兒要適應入學的新生活，就連家長也需要同步向前，心情難免戰
戰兢兢。每晚從閱讀學生手冊開始，認識一個個縮略用語，檢查一本本家課作業，
看懂一張張詳細通告，回覆一頁頁電子回條，完成後如釋重負。隨着女兒升班，每
年都遇到新的挑戰，然後，多年來也一直經歷一個又一個感恩的過程。女兒認識了
要好的同學，班中有熱心幫忙的家長，校務處有樂於指導的員工，教學上有諄諄善
誘的老師，再加上自己積極投身學校義工的行列，通過參與學校的活動，更加了解
家校之間的合作和協調，這一切都使我和女兒更容易適應校園的生活。今年，在老
師及家長的支持和鼓勵下，我大膽踏出了一步，參選了家長教師會，並成為了委會。
希望能夠藉此崗位付出，把過去從大家身上得到的支持，轉化為對他人的幫助和動
力，一起與孩子們共同成長。

英文小學部二望班 李睿熙家長
蘇亞花女士 Sally

感恩！小兒有幸得到崇真取錄入讀小一。自他加入這個大家庭以後，每天上學、放
學都掛着笑臉，更有說不完的樂事與我們分享。看着他日漸成長，實在非常感謝老師們
的悉心教導和照顧。

作為一位全職的母親，除了孩子的學業以外，我更希望多了解孩子的校園生活。非
常感謝學校給我機會，這一屆我有幸加入家長教師會，定當盡力為大家服務，做好褓姆
車監察小組組員及義工統籌工作，為學校和學生們盡一點綿力。

英文小學部一禮班 戚栢瑀家長
羅凱燕女士 Catty
註︰羅凱燕女士因個人原因，於 2019 年 5 月離任。

大家好！我是 J5F 勞慧琳的家長，十分榮幸能夠成為 2018-2019 年度家長
教師會委員。在短短數月中，學校舉辦了很多活動，我有機會參與其中，明白家
校合作的重要性。十分欣賞各位統籌盡心盡力地辦好每一個活動，看到孩子們樂
在其中，這一切全賴大家團結一致，群策群力。

    非常感恩可以參與這個大家庭，祝願崇真小學暨幼稚園桃李滿門。

國際小學部五信班 勞慧琳家長
謝婀娜女士 Joanna

註︰謝婀娜女士因舉家移民，於 2019 年 5 月離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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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2日──幼稚園部高班游泳體驗日

這是我第一次帶女兒參加崇真小學暨幼稚園的長者探訪義工服務，對於女兒來說，既陌生又有意義。當天，她懷着戰
戰兢兢的心情前往，在中心專注地聽導師講解所有流程及注意事項。

正式出發了，她和同學手牽手走到長者家中，找對了單位，門也打開了，原來這次探訪的是一名婆婆。她們很恭敬地
向婆婆打招呼及問好，婆婆細說了家鄉的美食和故事，也分享了兒孫滿堂的喜悅。我們都感受到婆婆年輕時是多麼努力及
能幹。

臨走前，孩子們還為婆婆唱歌及跳舞，哄得婆婆十分歡樂。最後，我們還留下了合影。感恩有幸參加這次義工探訪，
讓女兒體會到慰問長者的重要及關愛長輩的意義。

英語普通話幼稚園部低信班 蔡巽頤家長
彭詠汶女士

我是 EPK3F 譚浩延家長。兒子就讀低班那年，我第一次擔當「幼稚園部高班親子游泳體驗日」的家長義工。雖然兒
子沒有參與那次活動，我只是站在池邊幫忙，看到家長們與孩子在水裏玩競技遊戲，場面又激烈又温馨，我已經決定來年
一定要再參加。

終於，到了今年的「幼稚園高班游泳體驗日」，我二話不說就報名擔當家長義工，而爸爸也陪伴兒子參加了活動。最後，
當然沒有令我失望，大家都玩得很開心。雖然我沒有一同在水裏玩，但我在池邊也能感受到那份氣氛。

我慶幸自己有機會成為家長義工的一分子，除了加強親子關係外，也可以體驗兒子的校園生活。而且，我知道兒子喜
歡我參與其中，看到我的身影，他會分外高興。感謝學校安排很多機會讓家長一同參與孩子的校園生活，希望學校日後能
繼續舉辦同類活動，亦希望有更多人參與，為孩子的成長歷程增添更多珍貴回憶。

英語普通話幼稚園部高信班 譚浩延家長
陳秀言女士

2018年6月16日──端午節長者探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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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次探訪的是一位獨居的老婆婆。老婆婆平常
一個人生活，子女因為工作忙碌而很少來探望她，所以
她現在最開心的事情就是有人來跟她聊聊天。老婆婆說
到她年輕時為了家庭，一天要做兩份兼職，所以現在老
了便渾身是病。活動結束後，我們都覺得老人家或許有
的時候很嘮叨，但這是他們表現愛的一種方式，我們要
更加珍惜才對。

國際小學部六信班 袁仲霖家長
張文蘭女士

2018年9月13日──小學部水運會
2018 年 9 月 13 日是小學部一年一度的水運會。很幸運，我被抽選擔任義工！

一大早，我便到達學校，帶學生們出發了。不知道為甚麼，我比他們還要緊張興奮呢！

到達後，經老師簡單講述流程，同學們便陸續更衣，準備比賽了。

口本！開始了！看着一群小朋友都在拼命地游向終點，有的像小飛魚，直撲向對岸；有的則像小水母，悠遊地游到終
點，場面緊張刺激！就在這個時候，催淚的時刻到了，有一位小朋友可能對陌生的游泳池有點恐懼，因而當他游到一半
的時候便十分徬徨。眾家長義工和老師都拍手叫喊起來，為他打氣，直到終點。看到這感人的場面，我的眼淚也忍不住
掉下來了。「喊包」這個稱號當真是名不虛傳！

很期待再次擔當活動的義工啊！

國際小學部三信班 林立言家長
梁珮思女士

2018年11月3日──幼稚園部新生面試日
我很感恩能夠成為家長義工，在此向大家分享這次的經驗。

當天，我的工作很簡單，就是帶領家長和幼兒們到指定的
課室進行面試。有時候看見幼兒因害怕而哭泣，不肯進入課室，
家長又很煩惱的時候，我就會安慰和鼓勵幼兒，為他們抹乾眼
淚，然後帶他們進課室，那份滿足感真令人興奮！

 此外，每當我看見幼兒們精神抖擻地步入課室，我就會對
他們說一聲︰「加油啊！」他們純真可愛的模樣實在令人愉悅。

所以我鼓勵大家多參加家長義工活動，享受當中的樂趣！因為施比受更為有福。

英語普通話幼稚園部高望班 何彥逸家長
黃景茵女士

2018年9月15日──中秋節長者探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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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5日──
聖誕節長者探訪活動

2018年11月23日──小學部戶外學習日

去年聖誕節有機會與小朋友一起到鄰舍中
心參與探訪長者的義工活動。天真爛漫的小朋
友充當了活潑可愛的親善大使，向長者們表演
唱歌及朗誦，空氣中彌漫着一片歡樂！能夠參
這項有意義的活動，實在令人難忘。

英文小學部二望班 李睿熙家長
蘇亞花女士

很榮幸能夠加入崇真小學暨幼稚園家長教師會。在每一次會議上，學校委員和家長委員們都很認真地討論和安排各項
工作，十分投入，我非常讚賞他們對於家長教師會事務的熱情和所作的努力！

記得我的第一次「出行任務」是協助一年級的老師帶領孩子們去海洋公園。出發前，看見家長們關切的眼神，讓我明
白到自己重任在肩，因為每一個孩子都是家庭的重心，孩子的每一個舉動都牽動着爺爺奶奶、爸爸媽媽的心！既要讓孩子
了解海洋知識，又要保證他們的安全，是我們家長教師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心聲。

2018 年 11 月 23 日的海洋公園常識科戶外學習日十分順利。我和另外三位家長義工陪同孩子們一起參觀海洋展館，
了解了海洋生物的特性，以及海洋對人類的意義，還陪他們玩了旋轉木馬等小遊戲。看着一張張像花朵般綻放的笑臉，讓
我覺得即使辛苦也是值得的！

我在園內走了大半天，也沒有看到自己就讀三年級的兒子，直到下午帶着一年級的孩子準備去玩遊戲時，突然肩膀被
拍了一下，一看，正是我的兒子！匆匆一面後，我又繼續為一年級的團隊保駕護航！

英文小學部三愛班 劉奕江家長
劉玉清女士

2019年2月1日──小學部文化日
十分感恩能夠在 2 月 1 日擔任文化日家長義工，今年我負責賀年食品攤位，同學要以純熟的普通話讀出各種中國傳統

賀年食品的名稱，才可以試食。但其實我和幾位家長義工都要請教老師正確的讀音，相反，同學們雖然未見過這些字，但
只要看到拼音就能讀出正確的發音，由此可見，同學都具備一定的普通話能力。看到老師們精心設計文化日攤位遊戲，讓
同學們從遊戲中學習，不禁感恩兩個小朋友可以入讀崇真。希望我有機會繼續做家長
義工，幫助學校和老師！

英文小學部三仁班 張俊熙、英文小學部六仁班 張俊然家長
黃慧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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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 出 義 工

本校「家長教師會」榮獲聖公會福利協會主辦「第 22 屆傑出義工獎勵計劃」之「團體關
懷獎」。本會主席梁寶環女士及副主席梁柏延先生代表出席於 2019 年 4 月 13 日舉辦之嘉許禮。

恭賀並感謝各位家長委員及義工們無私付出之關愛行動！

關 愛 校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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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20日──幼稚園部文化日
很開心有幸擔當學校「文化日」的家長義工，和老師及同學們一起順利完成此次多

元化的文化活動。文化日的活動包羅萬有，不但能配合學校的學習課程，更能讓學生走
出課室，擴闊視野，增加生活體驗，並培養及提高學生對文化藝術的興趣。

感謝學校和老師們安排這樣有意義的活動，希望往後的日子裏，有更多家長加入家
長義工行列，共同促進家校合作，為孩子們營造一個更美好的學習環境。

中英文幼稚園部低誠班 曾思晴家長、
國際小學部三信班 曾思博家長 
簡潔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