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要開餐

二勤葉敬晞爸爸

在部份上課（上午）時間下，學生們有較多時間在家。有別過往全日上課的時間，家長們相對地要重新安排

在家照顧孩子的時間，這新適應對部份家長來說，可能仍是個考驗。相反我身邊有很多家長珍惜這段多出來的親

子時間，與孩子們增加更多溝通和相處的寶貴時光。

有別過往在校食飯餐，家長和孩子們可以一起在學校附近的餐廳共晉

午餐，有些更順道完成功課才回家。相識的同學們在餐廳碰見時，還可以

一起輕鬆談笑。家長們更可以互相交流親子關係。有些家長則回家吃飯，

享受早已為孩子準備好的午膳。飯後孩子可以相對有較多時間完成家課，

這對部份家長來說無疑是減輕了不少壓力。（以上畫面令我回憶起小時候

上午校放學的開心情景和回憶）

今期會訊新增欄目《家長分享園地》，多謝家長們與大家分享在疫情

下的親子開心時光。隨著疫情控制措施和廣大市民的自律，疫情已有一段

時間回落至穩定的情況。正如去年創刊感言的結尾，今年也是帶著同一願

望，深信大家可以早日除下口罩，全日上課，回復所有課外活動，一起享受正常校園生活。

校長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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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信‧相

共建「家校直通車」
陳志斌校長

先要感謝家教會給我一個機會，在第二期家教會會訊「家．信．相」作一感言。

今天，愈來愈多的人堅信，學校、家庭和社會建立充分互動的合作伙伴關係，更有利於促進學生的全面發

展。要達致這個目標，家校合作，就是先決的條件。

實在感恩，田小的老師及家長之間的信任與支持泉源，均是來自—孩子。田小向來主動破除專業隔閡、權

力界限，在教師和家長之間建立理解、信任的關係，透過各式各樣的活動，讓家長真正走進校園，走進孩子的學

校生活。

在未來，希望家長

除了繼續積極參與校內

的親子活動、家長培訓

及家長講座外，可多發

揮家庭的寶貴資源，看

看如何能配合學校的教

育或與學校生活的互相

契合，實現優勢互補，

共 同 打 造 「 家 校 直 通

車」，為孩子的健康成

長提供積極助力。

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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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軍田家炳學校家長教師會宗旨

本會乃學校法團校董會轄下之組織，以促進學校與家庭之間的緊密聯繫，推動
家長與教師之間的友好合作，合力提升學生於校園內的學習生活素質為目標。本會
成立的宗旨如下：

1. 加強家庭與學校聯繫，增進家長與教師的友誼。
2. 開闢溝通渠道及透過彼此間的商討造福學生。
3. 舉辦教育及康樂活動，交換管教子女心得及促進友誼。
4. 配合本校的辦學宗旨，協助培養學生的優良學業和品格達致全人發展。
5. 合力改善學生學習環境及福利。

現屆執行委員會(2020-2021)

主    席： 葉國輝先生
副  主  席： 陳志斌校長
司    庫： 陳健明先生、程贊華副校長
文    書： 區淑琴姑娘、莫詠珊姑娘
家長義工理事： 鍾婉儀女士、林麗君女士、陳謹書老師
康 樂 及 聯 絡： 吳坤茹女士、楊恒美女士、方耀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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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誠巫毅爸爸
大家好，我是一誠班巫毅家長巫嘉明，好開心

加入了田小家教會。本人在大埔一間中學負責實驗

室工作超過20年。假日喜歡與囝囝到主題公園，金

魚街，或是沙灘一同觀察不同生物的生活習性。因

為親身體驗，比起在網上和書本上能了解的會更清

楚及記憶更深。另外我亦是一位排球教練，在長假

期的日子，都會帶埋囝囝一同學習。

雖然今年我只是列席家長，但在每次會議進行

中，好感謝陳校長以及各委員對我的厚愛，不時都

邀請我一同商討議程，甚至生活上的分享等。而且

在當中，可讓我了解校方在培育小朋友的學習與成

長更清晰，甚至家校合作的關係更強。囝囝雖然因

疫情而影響回校學習的時間、但看見佢上網課，或

回復實體課；每天待我回家後總開心分享課堂生活

點滴，更在學習上有所進步，令我和太太滿心感恩

之餘，更感謝校長及各位教職員的辛勞。

一愛洪寶儀媽媽
大家好！我是一愛班洪寶儀家長楊恒美博

士（洪太）。在田小這一年的校園生活裡，我

和小朋友都十分享受每一個學習時刻及感謝各

位老師對所有小朋友的關愛及教導。在此本人

衷心祝福六年級的同學在中學階段繼續力求進

步，而剛剛加入田小這個大家庭的小一新生健

康快樂地成長！

張嘉惠老師
大家好！我是學校圖書館主任張嘉惠老師，相

信同學對我一點也不陌生，因為全校的圖書課也由

我任教，而且每逢小息、午息，同學來到圖書館也

一定看到我呢！我除了是老師，也是田小的家長，

因為我的兒子也是本校的四年級學生。我很榮幸今

年可以加入家長教師會，我希望用我「雙重」的身

份，為學校提供意見，讓學校持續進步。

新委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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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誠 1信 1愛 1勤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張睎宜 何詠詩 陳艾琳 黃嘉寶 陳亦嫻 鍾惠玲 歐陽穎淳 陳巧英
羅旨昊 利翠華 馮鎧穎 楊 進 趙智滔 李 連 何晞霖 王小敏
巫 毅 孔慧明 何莉娜 何春英 洪寶儀 楊恒美、洪明偉 劉恩祈 郭少玲
謝玉瑩 何沛蘭 許 樂 楊少敏 鄺凱欣 劉惠琴 李可晴 李嘉耀
溫煦妤 朱愛清 林佳賢 林震峰 林韻曦 黄泳娜 黃子峰 黃小華
黃芊妤 張穎珊 崔紫瑩 梁詩欣 李俊昇 劉錦玲 楊靜敏 葉玉影
黃燊培 李楚旋 黃湤程 吳倩儀 梁蔚希 黃燕芳 陳行之 徐蕙雅
黃玥鈞 黃世昌 胡振升 周麗文 吳俊熹 李芷瑩

謝卓彤 張婉雯
曾子城 練碧琼
吳忻誼 譚巧珊

2020-2021年度家長義工名單

2誠 2信 2愛 2勤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陳朗然 張樂怡 陳亦渝 鍾惠玲 趙慧茵 李 連 陳培睿 梁金珍
洪浩鈞 麥詠珊 朱俊皓 藍 靜 馮思穎 馮伯康 陳婉婷 鄒 云
郭政睿 林麗芹 林鳳羚 陳婉媚 柯奕帆 丁美莉 何耀東 何 婷
李縉軒 王 麗 羅梓瑜 張穎珊 林思恒 陳燕蓮 許 可 林少燕
麥嘉釗 馬少玲 林思華 陳燕蓮 吳綽盈 黃思敏 李冠葳 馮千桓
邱啓悅 石明暉 吳綽妍 黃思敏 鄧宇軒 邱聖茵 麥嘉軒 馬少玲

蘇嘉莉 付 倩 曾浩銘 羅麗雲 丘焌豪 鍾思娜
蘇熙皓 陳家鴻 曾雪然 余璟宜 譚斯尹 楊麗雯
孫梓銘 翁緣開 黃振庭 陳惠紅 鄧鍚謙 馬晞華
尹逸朗 陳潤群 吳泳橋 區鳳鳴 黃浩鉦 張穎珊
黃鈞略 廖彩霞 胡穎楠 周麗文 葉敬晞 郭淑芬
余長鑫 何 麗 余悅晴 李秋華
阮榳昕 邱佩珊 翁卓曦 盧泳思

3誠 3信 3愛 3勤 3恩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陳芊彤 區安怡 馮浩政 何 玉 林曉彤 陳詠詩 鄭從真 吳 慧 陳子禾 梁諜依
陳博瑋 謝淑敏 許家正 陳麗紅 林文希 岑觀琪 李岑希 宋麗清 林鍾宇 黄泳娜
陳思源 蔡婉華 黃戴輝 王川菊 羅祉萱 譚倩雯 莫梓妍 關柳劍 羅暐迦 馬如麗
熊婉晴 范秀梅 胡浚賢 彭曉華 劉妍希 劉聰美 溫樂融 陸寶翠 李心怡 林艷慧
林柏逸 廖曉娟 許綺桐 馮海潔 勞子淇 廖莉娜 楊可馨 林淑容 盧貝兒 方秋敏
劉芷晴 黃春梅 曾海晴 羅鳳平 丘釨豪 鍾思娜 翁卓軒 盧泳思 盧梓晴 林懿昭
羅浩天 林如君 蔡迪棋 胡鈺琪 楊德晟 柯林君 黃文姵 黃秀娥
黃琬晴 李敏慧 王雲新 姚詠雯 陳一妍 黃曉妹
楊可暉 林淑容 吳霈誼 譚巧珊

葉思睿 謝秀興

5誠 5信 5愛 5勤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蔡旻祐 葉清嬋 張家驥 何詠詩 梁顥懷 潘倩恩 程譽心 梁金枚
邱凝兒 翁亞萍 程璿恩 馬可莉 莫雅然 王小曼 孫詩晴 翁緣開
蘇善研 黃秀藝 羅諾霖 梁佩珊 黃梓朗 何佩賢 黃智朗 李敏慧
曾曼玲 練碧琼 蒙安提 鍾婉儀 葉子樂 林海花 翁雅雯 盧泳思
黃愷怡 廖彩霞 黃文軒 黃文姵
王元哲 王志成、黎佩兒
楊千儀 袁秋華

6誠 6信 6愛 6勤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陳籽莎 梁諜依 陳博銳 謝淑敏 莊柏晞 彭安琪 陳錦鴻 黃曉妹
張珮珺 鄒文燕 何柏熹 談惠娟 謝宏謙 謝婉雯
方健恒 童潔心 羅煒霖 梁佩珊
劉皓澄 梁雪玲 梁曉靜 梁思維

4誠 4信 4愛 4勤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陳 靜 朱琼欣 杜健和 陳麗芬 陳一平 楊麗玲 陳泳琪 卓紅瑜
陳奕陽 汪玲英 梁凱程 潘倩恩 張柏森 何影雪 張棹稀 黃習妹
霍顯燊 孫頌鈞 余詠翹 李敏儀 馮紫熙 邵麗萍 朱羽昕 王 丹
何恩澄 何 婷 何浚熹 林麗君 黃安琪 廖翠芬
梁芷瑜 賴 琼 何思行 彭嘉敏 李綽儀 賴必方
譚煒耀 楊麗雯 黃錦騫 黃文秀 陸城俊 黎英文
王元悉 王志成、黎佩兒 李芷晴 楊小燕 蕭駿睎 蕭少賢
阮信謙 邱佩珊 蘇哲燁 陳家鴻 陳日之 徐蕙雅
任一諾 盤潔瑩 王晞憧 成惠蘭

阮浠哲 嚴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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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境中，感恩有幸與田小同行
三信曾海晴家長

自疫情爆發以來，孩子被迫在家上網課。作為家長的我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急切地
盼望着，盼望着早日恢復面授課堂。慶幸的是，在三月廿二日，田小全面恢復半日面授課
堂，這可是僅有的為數不多的學校之一，當別的孩子還在家裏面對冰冷的電腦時，當別的
孩子還在焦急地輪候上學時，我們田小的孩子已經歡欣雀躍地在學校裏開展着各項活動，
包圍在一片歡聲笑語之中！當然，孩子的這片歲月靜好全賴田小全校教職同工在負重前
行。他們一切以孩子為先，無私奉獻，背後做了大量的細緻工作，勇敢地承受着巨大的壓
力。他們不顯山，不露水，春風化雨着田小。成為田小的學生是幸福的！成為田小學生的
家長也是幸福的！我衷心地感謝田小的全校教職同工，謝謝你們，你們辛苦了！感恩在疫
境中，有幸與你們同行！

家長分享園地

一誠張芷恬家長
我的生日。感恩爸媽

給我生命，給我多姿多彩
的生活。

五誠張芷盈家長
芷盈的運動日誌。生命在

於運動，雖然疫情令我們生活
受影響，但有時間有機會都要
多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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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勤班陳思睿爸爸 陳健明
本學年終於在半日上課中完結。在剛剛舉行的結業禮上，各級成績蜚然的同學固然獲得學校的嘉許，

其他同學亦在一片歡笑聲中跟大家道別，享受暑假，為新學年做好準備。

然而，今年似乎特別多的道別。以我為例，已有接近40位認識的朋友、同事、業務伙伴等在最近一年

離開香港到外地生活。這些分別，或多或少會為我們的孩子帶來情緒的需要。作為一個輔導員，我重視每一

個人，特別是他們的情緒精神健康。我經常說「我們不能改變環境，唯有改變自己」。因此，就讓我們探討

一下孩子因移民所產生的情緒困擾。

精神科醫生麥基恩博士曾在「心靈關懷」網站提及移民家庭所面對的情緒精神問題1。而我個人卻希望

大家不可忽略孩子之間的情緒牽動。要知道情緒為何被牽動，我會總結為兩個un為首(Prefix Un-)的字，分

別是：Uncertainty（不確定性）及Unfinished business（未完的事項）。受移民浪潮影響的孩子，面對友儕

網絡轉變甚至失去一些信賴的人時所帶來的不確定性，無論是留下還是離開的，相信會出現適應的困難。至

於適應期是長是短，除視乎孩子個人的調適外，家人之間的互動亦是十分重要。除了不確定性外，就是未完

的事項。孩子成長期間，會被灌輸去完成不同的任務，如：努力學習、以禮待人、承擔、盡責等，使他們能

適應社會的各種規範。移民所帶來的突然轉變，或會中斷了部份任務的進度，對孩子一生來說，或許有機會

是一個小小的遺憾或是不圓滿。如果處理不當，日後可能對心理上會造成影響。

每個人都有他們自己的遭遇、想法和難處，亦有他們自己選擇人生的權利。我雖然認為每個人都要為

自己的行為∕決定而負責，但對於要離鄉別井，甘願冒風險的香港人，除了祝福平安，就是希望歡欣常與他

們同在。相信大家都在為孩子安排最好的未來。加油呀！

六誠梁雅喬、四誠梁耀齊媽媽
蒙 著 咀 巴 說 說 課 。 由 疫 情 開 始 田

小的校長、副校、老師和社工都堅守崗

位，為我校學生服務。我們由衷的感謝

你們無施向付出。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

光。（詩篇119：105）

有著你們教學的指引，學生們不會

迷失，向著標杆出發。多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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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義工活動及興趣班
一年一度的家長也敬師活動，在3月9日教師校董諮詢議會完結後，做了個小小的表揚

教師聚會，家長委員們為全體教職員預備了窩心的小禮物—怡神養目的花茶。葉主席先
向全體老師表達暖暖的慰問，並感謝田小老師在教學上的辛勞，之後便致送小禮物及表揚
狀送給全體老師，也將小禮物送給我們每一位校董。那天下午，家長委員、校董和老師，
一起度過了一個愉快的短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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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義工活動及興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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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服回收義賣

水母學習班是田小創新的學習活動（共五堂）。同學除了對這種史前活化石之一的生
物知識認識更清楚外，更可在當中學習與他人合作，演講表達，趣味實驗（調製海水，自
製豐年蝦孵化器）等，還可親手孵化豐年蝦（水母食物），餵飼水母體驗活動。另外還有
親子堂，讓家長與同學一同參與；由同學協助講解，給家長認識子女學習的成果。課堂亦
安排了親子手作時間（一同製作水母燈籠）；增進親子溝通機會。最後家長與同學一齊觸
摸水母，彼此分享體會。看見家長與同學臉上掛著笑容完成整個課，心中非常感恩。

水母課程

家教會和家長義工首次舉辦「校服
義賣活動」，嚮應環保之餘，亦可以為
家教會籌得善款。多謝家長義工們的協
助，令活動得以順利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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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祝誕在學校禮堂
順利舉行，雖然透過網上
直播形式，也無減當天的
聖誕氣氛，同學和家長們
可以同時在家參與及感受
得到。最熱鬧的環節就是
即場抽聖誕禮物，除了老
師外，家教會也合共送贈
了25分禮物給各位被抽中
的同學們。

聖誕祝福禮物送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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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支票戶口 #411-763071-001

收入項目 金額 (HK$) 支出項目 金額 (HK$)

由上年度結存撥10% 15,068.06 回撥給普通帳 (已在十月份會議通過) 30,000.00

環保校服義賣 2,590.00 家教會會訊 20/21 4,200.00

家教會會費 7 位 700.00 <2020祝誕> 家教會送學生禮物 2,547.20

 <敬師日> 花茶 2,660.00

家長義工週年聚會 (禮劵) 2,150.00

家長義工週年聚會 (糖果及飲品) 1,132.80

合共收入 ：  18,358.06 合共支出 ：  42,690.00

教育局資助：家教會經常津貼 5,740.00         1,800.00

教育局資助：家校合作活動津貼(活動一) 10,000.00       1,800.00

教育局資助：家校合作活動津貼(活動二) 10,000.00       3,300.00

家長講座 <怎樣教孩子自動自覺> 1,800.00

家長講座 <化解親子衝突，邁向雙贏之路> 1,700.00

合共總收入 (a)：  44,098.06 合共總支出 (b)：  53,090.00

本年度盈餘： 8,991.94-$       (a) - (b)

上年度結存： 135,612.53$   (已扣除撥出 10%作為本年度的收入)

本年度結存： 126,620.59$   

資產記錄

電蒸焗爐 1 個 4,799.00$       (購入2019年8月21日)

電陶爐 FZ-2000 2 個 798.00$          (購入2019年12月04日)

電蒸鍋 VC1006 1 個 418.00$          (購入2019年12月04日)

書劵 / 禮劵 活動 餘數

23/5/2019 聯合書劵 (120張@$20)：餘 8張 家長義工週年聚會用8張 (20/5/21) 0

20/5/2021 惠康禮券 (10張@$100) : 0 家長義工週年聚會用10張 (20/5/21) 0

20/5/2021 惠康禮券 (10張@$50) : 0 家長義工週年聚會用10張 (20/5/21) 0

20/5/2021 McDonald禮券 (65張@$10) : 餘 9張 家長義工週年聚會用56張 (20/5/21) 90.00$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家長教師會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財政報告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家長講座 <家長「止癮」培養子女健康使

用電子產品的原則及方法>

家長講座 <專注力秘笈 - 提升孩子記憶力

及專注力>

家長講座 <「碌」世代為孩子觸網做好準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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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了依然相信，以後有緣再聚。」
我們本年度家教會在十分不捨的情況下，要辭別一位老師委員及兩位家長委員，分別

是方耀聰主任、鍾婉儀女士（蒙太）及吳坤茹女士（梁太）。現謹代表家教會所有委員向
三位委員在過去多年來對本會、本校義工服務的委身和貢獻衷心致謝！祝願 您們家庭蒙
恩、身心康健及幸福快樂！

致謝

誠邀您加入家教會的大家庭！
詳情開學後會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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