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到困難，你會怎樣呢？

卻步或是迎難而上？

答案在你。

好逸惡勞，人之本性也，就讓你躺臥在舒適區吧！這樣還會進步嗎？

思考，反省，優化，從來成功得來不易，但這過程，會令你回味無窮。

多謝袁校長，在去年12月的尖子分享會中，你教育了我！

在袁校長的倡議下，我們成立了「義工隊」，在各場合也有「家長」

的參與，尤其是向來賓解說由家長角度出發的視野。

大家也明白每人都是一個獨立個體，各有各的個性及

不同的處事方式。例如：

理性分析，謹慎堅毅，深思熟慮的思考型。

主動積極，務實熱心，不辭勞苦的實幹型。

博學多才，富創造力，靈活多變的創作型。

精打細算，審慎自律，品行端正的理財型。

能言善道，圓滑積極，樂觀主動的開朗型。

團隊精神，就是無私奉獻，各人拿出自己的本事，共同努力協作，向着目標前進。

借此再次多謝校方對本會的支持，更要多謝各委員無私奉獻寶貴的時間與精神。

本年度會務一切順利，全賴各委員通力合作，及校方全力配合，在此致以萬分謝意。

最後祝福各位同學，學有所成，貢獻社會。祝福各位家長，家庭和睦，身體健康。

委員合照

尖子分享會家長義工

主席 劉椿茂主 席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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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別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七年，我重返「鄉中」，

有如遊子歸家，非常高興。在「家長教師會」中重遇熟悉的

面孔，感到很親切，那裏更多的卻是充滿熱誠及活力的新家

長；然而不論新舊，各人皆對「鄉中」關懷愛護，對會務熱

誠投入，令人欣喜。

「鄉中」多年來為社會作育英才，並且建立了良好的校

譽，這不單是師生共同努力的成果，家長的功勞更是功不可

沒。在此，我衷心感謝歷任「家長教師會」主席及各位委員

對本校的關懷及愛護。

本學年，我深深感受到各委員及家長義工們對「鄉中」的支持，學校大大小小的活動如「尖子分享會」、
「中六結業禮」和「開放日」等，你們都盡情投入、熱心參與。每次會議，你們都積極發表意見，盡心盡力為
同學謀福利，支持學校的發展。「家長教師會」不單擔當家長與學校橋樑的角色、謀求學生的福利，更出錢出
力，支持本校所辦的各項活動，如設立「家長教師會」獎學金，又贊助本校學生活動經費。凡此種種，均讓人
感受到各委員熱情投入，盡心盡力為子女，為「鄉中」而不辭勞苦的精神。

令我尤其深刻的是在三月舉行的「家長教師會」週年旅行，各委員由安排行程、處理報名，到活動的聯絡
協調，均一一辦妥。各參與家庭在當天盡情享受親子及家校交流的時間，當中的歡樂氣氛實在令人難忘。

我深信「鄉中」及「家長教師會」在劉主席及各委員的衷誠合作下，必會繼續創造佳績。我期望所有家長
繼續支持「家長教師會」及學校，讓我們攜手合作，為同學的成長而努力！

主　　席 劉椿茂先生

副 主 席 陳淑霞女士　　袁廣業校長 

秘　　書 周慧斯女士　　郭素姣老師

司　　庫 何劍禮先生　　林沛兒女士

總　　務
徐金弟女士　　陳綺嫻女士　　黃偉生先生

杜紹榮副校長　梁美玉老師 

公　　關
封肇蓉女士　　陳麗娟女士

胡麗蘊副校長　彭詩韻老師

康　　樂
李錦雅女士　　陳惠貞女士

洪智欣老師　　黃麗珍老師

義務委員 陳浩剛老師

義務審核 施慧明女士

校長 袁廣業校 長 的 話

家長教師會第十四屆常務委員會
（2018至2019年度）

校長與學生交流

校長與家長義工合照校長與各委員

常務委員會委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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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 中期財政報告
（2018年9月16日至2019年4月30日）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中期財政報告
（2018年9月16日至2019年4月30日）

3



三月份，正值春暖花開之時，我和我的家人第一次參與了學校的家長教師會春季大旅行。

我很高興能在這次旅程中一睹這些我從未見過的美景，像是大澳水鄉那富有特色的棚屋，還有馬灣公園的
挪亞方舟、彩虹牆、森之谷這些充滿鳥語花香的秘景，讓我流連忘返。除此之外，父母平時工作繁忙，大家甚
少一同吃飯閒聊，藉著這次春季旅行，我們不但能在富豪機場酒店享用佳餚，更促進了我們的親子關係，實在
難得。

旅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我們將要離開大澳時，一名大澳居民忽然抱怨遊客霸佔了他們的家，使用他
們的資源。起初我感到有點委屈，但後來再細想，不論是在棚屋外，還是在街道上，都是滿滿的遊客。原本是
隱世小鎮的大澳，現在已成為遊客前來拍照打卡的景點，好像失去了原本的味道。

能欣賞到這番自然風光固然好，但當地居民的感受亦是重要的。我想，若能做到欣賞景色的同時，也體會
其中的可貴，懂得去珍惜它、尊重它，這才是最好的。

這次旅行，我和父母都感到心滿意足，非常享受整個旅程，期待下年大家都能一起參與！

4B 陳紫櫻

「大澳水鄉、馬灣公園」之旅

攝於大澳 同遊大澳水鄉

富特色的棚屋 各人享用美味的午膳

大澳特產 在馬灣大自然公園留影

在馬灣大自然公園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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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讚美的說話可以鼓舞人心，使子女建立自信；也可以使人溫暖，令家庭和睦。讓我們
一起細聽各位爸爸媽媽對子女的讚美，感受當中的甜蜜和諧。

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
1A 周展名家長

孩子，當你遇到挫折或內心感到迷惘時、當你失

敗和氣餒時，請你記住這句話：「相信自己一定能做

得到！」

欣賞你樂觀、開朗，充滿
正能量

1A 陳海澄家長

每當海澄遇到困難，她都能夠從容面對，困難

總能迎刃而解。而遇到不愉快的事情，也沒有記掛

在心上，很快就忘卻了，瞬間又變回開心果。她還

喜歡說笑話，逗得旁人哈哈大笑，給身邊的人帶來

正能量。

家中最小的「大姐姐」

你處事的態度，令我放心。
1B 白蕙萌家長

雖然你是家中排行最小的，但在朋輩心目中，你
卻是擔當着姐姐的角色，因為你做事細心、用心聆
聽，能在團隊中發號施令、分派各人工作。與此同
時，你寡言實幹，這是優點也是缺點吧！因為有些時
候，我們是需要發聲的呢！

一 句 讚 美 的 說 話

和孩子一起相伴的時光是最幸福的

與女兒合照

與家人合照 蕙萌與媽媽

加油，俾心機！
謝文輝老師

記得子女還在就學時，每當收到他們的成績報

告，我都會說：「加油，俾心機！」或者這並不是什

麼讚美的說話。作為父母看到子女成績不似預期，心

裡定有失望的感覺，但細想之下，子女們何嘗不是

呢！因此，一句鼓勵的說話，可能較責罵更令他們聽

進去。

各位父母，加油，俾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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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欣賞 — 就是最大的幸福

你是一個有禮貌、懂事和孝順的好孩子！

與兒子合照

俊灝，你自小就已待人有禮，懂得愛護和尊重別人，更能孝順長輩。還記得你在

幼稚園時已當上「禮貌大使」，小一時，你的班主任上課時不慎撞損了手肘，你立刻從

書包拿出膠布幫他貼上。還有一次，班上有同學不適嘔吐，你又立刻拿出紙巾幫同學清

理，還向老師主動提出你帶他到醫療室。事後，校長和老師們都對你讚不絕口！現在，

你已長大了，就更加懂事，愛護家人，時常致電慰問家中長輩，大家和睦相處。你做事

很有條理、具責任心，讓我不用擔心。有你這個乖孩子，真是我最大的恩賜和幸福呢！

2B 吳俊灝家長

2C 黃思愷家長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
一年，看著思愷在鄉中各
科成績有起有跌，畢竟不
是每個學科都是有趣易學
的，但看到思愷能於挫敗
後重新加緊學習，面對困
難壓力也沒有太大負面情
緒，仍能保持正面態度努
力學習，我感到非常欣
慰。相信每位家長都希望
子女能從挫敗中成長學
習，但願大家能努力培育
成長中的幼苗！

盛放的花朵也要好好
培育。

旅途中合照

用心製作，理想房間

真心服！這份作品
真的很精緻、很美麗！

3D 方紫瑋家長

看到女兒的理想房間模型，我真心佩服！我
知道她用心製作，每個角落都盡力做到最細緻，
真的很美！

小女紫瑋已升上中三，今年是最後一年上美
術課，這三年裡她做過很多作品，每次老師都給
予她很高的肯定，讓她有信心而且有動力去盡力
完成每份作品。同時，我也看到紫瑋對於美術的
興趣。在主科以外，美術絕對是一樣使她著迷的
東西。

今年的主題是理想
房間，我見她用了很多個
晚上，由在草紙上起稿到
真的落手做作品，每個步
驟，她都做得很細緻，譬
如為地板顏色調色、全人
手製作書台和床架，像真
度十分高。凡此種種都讓
我忍不住讚美她，真心佩
服她！

其實她的性格就是這樣，做每樣事情都全力
以赴，做到最好，即使是未必最擅長的，她都會
勤力用心，以彌補不足。這份作品真的很精緻、
很美麗，而最重要的是，正如題目所說，我在作
品裏看到女兒的用心與執著，很感動！

你做得很好呀！很厲害呀！
陳卓裕老師

女兒第一次轉身爬

行，第一次挺直腰骨坐

著 ， 第 一 次 叫 爸 爸 媽

媽，第一次自己拿水杯喝

水，第一次扶著圍欄站起

來……

見證她的每個「第一

次」，作為媽媽，除了內

心有無限喜悅外，也不禁

稱讚：「Belle，你做得很

好呀！很厲害呀！」她雖

然只有一歲，但也看似非常明白我的讚賞，除了滿足得哈哈大

笑外，也會更努力繼續「表演」給我們看。

簡單的一句讚美，就能讓她自信滿滿的繼續探索世界，發

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愉快地成長。

正向思維，努力學習

幸福家庭

一家合照

Dream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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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是夜空中一顆璀璨的星

感恩有妳當我的女兒……婉棋，欣賞妳！

你們真是乖巧可愛的好幫手！

無垠夜空，繁星閃耀動人。

天上的星兒一閃一爍，訴說著屬於自己的故事；台上的星兒一耀一炫，各在自
己的領域上大放異彩。深知道同一片夜幕，正發光發熱的新星有如沙數。感恩婉棋能
躋身其中，除了過往的付出被肯定外，更重要的是這堅定了她的信念、擴闊了她的視
野、讓她認識到更多同樣為理想、為目標而不懈奮戰的同路人。

浩瀚星海，銀光奪目耀眼。

 媽媽見證著妳一路走來的不容易。得到嘉許，媽媽為妳驕傲，但妳的堅毅，妳
的傻勁，妳的不屈不撓，妳的不斷突破，更令媽媽動容。永遠支持妳！愛妳的媽媽。

回想兩年前，我們決定辭退菲傭姐姐，讓你們學習獨立和自理的生活技能。起初媽媽
也很擔心能否應付所有的繁瑣家務，幸好有你們支持和合作，媽媽總算順利渡過難關，全賴
有你們的幫手。

你們真是可愛乖巧的小天使，善解人意，樂於幫忙。每天早上你們都幫忙整理床鋪，飯
後也幫忙清洗碗碟。假日更幫忙買餸煮飯，我們一起研究怎樣烹調食物，漸漸你們對烹飪
也產生興趣，能煮出一些簡單的家常便飯，媽媽的生活也變得輕鬆寫意了。

媽媽很感謝你們，並以你們為榮，原來你們幫助媽媽之餘，不知不覺間也學懂了自
理，有助將來獨立和照顧自己，建立助人助己的精神。

4C 廖婉棋家長

4E潘曉欣、5A潘曉悠、5C潘曉樂家長

一直知道一句簡單的讚美有著超出想像的強大力量，足以令人充滿前進的動力，甚或脫
胎換骨，改變一生。因此我時常提醒自己千萬不要對女兒吝嗇讚美的說話，一句「叻叻！」
所換來的由衷的笑容，及再接再厲的努力嘗試，實在令人動容。女兒「有樣學樣」，也常常
讚美媽媽，左一句「媽媽的衣服很美」，右一句「媽媽叻叻」，充滿了令人喜悅的童真。而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讚美，就是女兒常常掛在口邊的「我和媽媽最friend！」。這是一句陳
述句，但聽在媽媽耳中，這是世上最美好的讚美。媽媽是她身邊最親的人，她最愛媽媽陪伴
在側，她願意與媽媽分享喜怒哀樂，一句簡單的「我和媽媽最friend！」，表示她感受到我
對她滿滿的愛，亦肯定了我對她的付出。就憑她簡單的一句話，媽媽每天都充滿力量地為她
「衝鋒陷陣」。小小的她不吝嗇對媽媽的讚美，媽媽也會緊記，無論你是兩歲學懂了自己吃

飯，還是三歲學懂了五十個中文字，當中全心全意的付出都是一樣的，事無大小，都值得欣賞和讚美，獲得支持你一生向前的動力。

叻叻！ 林嘉儀老師

與女兒共度歡樂時光

與囡囡婉棋合照

一家合照

內在氣質

沉實可愛的孩子。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以下種種，你又擁有多少呢？
盡展所長，造福人民，就讓你的『能力』發亮發光吧！

懷哲和弟弟陪伴媽媽逛年宵 一家合照

懷哲自小便是一個逗人喜愛的孩子。在成長的
過程中，甚少要我們憂心。雖然他的個性較沉實，
內心卻是充滿熱情。在學業上，他努力盡責；積極
參與校內外的各項活動，發展了健康愉快的社交生
活。他更是一個愛家庭的孩子，成長縱有反叛的時
候，他仍願意尊重父母、愛護弟弟。面對艱辛的公
開試，盼他全力以赴，一家同心支持。

勤力，進取，認真，具正能量，虔誠，寬厚，可靠，平易近人，主動，積極，勇敢，不畏強權，
冷靜，成熟，專業，體恤他人，誠實，穩重，公正，一絲不苟，機警，精明，聰穎，口齒伶俐，
細心，孝順，恬靜，樂善好施，勤奮，敏銳，好學，領悟力強，健談，親切，熱心，討人喜歡，
務實，謙遜，謹慎，觀察力強，大方，得體，高貴，令人着迷，熱情，開朗，拼搏，充滿希望，
仁慈，善良，正直，富同情心，英俊，瀟灑，幽默，活力充沛，漂亮，迷人，溫柔，具吸引力，
博學，果斷，豪爽，靈活變通，真誠，友善，坦白，心胸廣闊，念舊，深情，專一，飲水思源，
卓越，乖巧，合群，組織力強，能幹，自信，獨特，目光遠大，和諧，守時，寬容，具決策力，
樸素，恭敬，服從，能屈能伸，體貼，美麗，優雅，談吐得體，風趣，時尚，斯文，善於措辭，
踏實，可信，微觀，富說服力，審慎，克己，節儉，善於理財，標緻，浪漫，直率，充滿魅力。

5C 吳懷哲家長
6B 劉家嘉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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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校 合 作

家長出席迎新家長日，了解鄉中的特色 家長委員與校長合照

家長踴躍參與親子比賽

家長義工 班主任與家長討論學生表現

家長出席開幕儀式

家長為畢業生送上祝福

來賓與家長一起製作小手工 主席及副主席頒發獎座
予最值得表揚教師

中一迎新家長日 21.7.2018

家長積極參與

周年大會 20.10.2018 陸運會 29.10.2018 - 30.10.2018

水運會 27.9.2018 - 28.9.2018

家長與小學生踴躍出席，認識鄉中

尖子分享會
15.12.2018

畢業暨頒獎典禮 6.12.2018

中六結業禮 21.2.2019 家長日
22.2.2019

開放日 22.3.2019 敬師運動 17.5.2019

家長講座

21.7.2018
「同心同行」中一家長工作坊

20.10.2018
 健康校園家長簡介會

20.10.2018
 「處理子女壓力」家長講座

22.2.2019
「賞識教育」家長講座

1.3.2019 
 中三家長講座

家長與嘉賓合照 主席頒獎予本校表現傑出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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