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衷心感謝袁校長、各位老師和各位家長對我的信任和支持！在歷任主席的帶領下，

不論是行政管理，或是家長活動，家教會均得到大家的認同和肯定，充分體現優秀的團

隊合作精神。

　　感謝各委員在百忙之中的真誠付出，獻上他們寶貴的時間和心力。

　　感謝一班家長義工，積極參與不同活動，全心全力協助與支持。

　　今年，幼子也已升讀中一，鄉中助我培育五子，我定必在崗位上略盡綿力，繼續成

為家長和學校之間溝通的橋樑，與大家攜手守護我們的校園。

　　在此鼓勵家長們積極參與家長教師會活動，延續「家校合作」的精神，使孩子在這

個充滿愛心的大家庭裏健康地成長。

　　願家教會在各位家長和各委員的支持下，上下同心，實踐為家長及同學謀福利的使

命。又期盼未來能舉辦更多新活動，加強各方的互動與溝通，開拓家校合作的新境界。

　　最後，本人謹代表第十五屆家長教師會全體委員，祝願家教會會務蒸蒸日上。

主席 廖陳淑霞

家長義工與校長及新生家長合照
在兒子、媳婦的大日子，我們一家喜氣洋洋、幸福滿滿

主 席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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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不簡單的一年。

　　因「2019冠狀病毒病」突襲，全港學校由二月開始停課。抗疫期間，同學未能如常般在學校學習，

生活的日程被打亂了。為使同學更有效規劃學習進度，本校透過Google Classroom為同學設立「Learning 
Information Centre」，向同學發放各科學習資源。三月開始，本校老師更利用「Zoom」應用程式進行實時

網上教學，讓同學可更有系統地在家中持續學習。對本校師生來說，這可算是嶄新的學習模式，同學也須

自律地準時上課及繳交習作，當中的挑戰實在不少。在此艱難時期，老師積極安排、同學勤勉好學，師生

共同努力，大家逐漸適應全新的教學模式。

　　停課期間，老師主動聯絡家長和同學，關心同學的學習需要及情緒狀況。班主任則以不同的課題，例

如「認識新型冠狀病毒」和「公德心」等，指導同學抗疫的方法，期望同學在抗疫期間保持身心健康。

　　五月下旬，疫情緩和，全港學校實施分階段復課。為減低師生感染病毒的風險，本校在校舍添置了不

同的防疫用品，並特別安排課室座位、小息及體育活動等。此外，本校在復課前已外聘專業消毒公司，為

學校進行光觸媒防疫消毒塗層工程，加強保障師生健康及安全。復課至今，師生們每天上學都須戴上口罩

和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儘管上課的限制多了、大家的臉容也被遮蓋了，但我看到同學認真、積極的學習

態度，感受到師生之間的真切關懷，我為各位能健健康康地回到「鄉中」的大家庭而感恩。

　　雖然困難和挑戰有時是沒有預警、且來勢洶洶，甚至讓人難以招架，但我們仍能正面面對「疫」境，

注意個人衛生，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我們也要懷著感恩的心，欣賞為我們付出的人—他們可能是奔波

搶購抗疫物資的家人，無私奉獻、照顧病人的醫護人

員，或是緊守崗位、清潔環境的工人等；我們也

要學懂珍惜時間和寶貴的學習機會，因為一切

都不是理所當然的。

　　「疫」境雖然是極大的挑戰，但這也

是一個讓我們學習自律自制、發現人間真

情的好機會。期望「鄉中人」繼續抱持信

心，共同面對挑戰，在「疫」境中追求進

步。

校長與家長及校友一起為中六同學打氣

與家長委員合照

校 長 的 話 校長 袁廣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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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至2020年度）

新任委員在周年大會中作自我介紹

常務委員會委員合照

主 席： 陳淑霞女士

副 主 席： 周慧斯女士　袁廣業校長

秘 書： 陳惠貞女士　郭素姣老師

司 庫： 林沛兒女士　簡可欣女士

總 務： 岑穎傑先生　麥瑞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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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女士　楊詩健女士　洪智欣老師　黃麗珍老師

義 務 老 師： 陳浩剛老師

義 務 審 核： 施慧明女士

家長教師會第十五屆常務委員會

岑穎傑先生

麥瑞芳女士

李　平女士 楊詩健女士

陳淑霞女士

簡可欣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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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 中期財政報告
（2019年9月16日至2020年5月31日）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中期財政報告
（2019年9月16日至2020年5月31日）

傑出學生及學業成績優異的 
同學獲頒本會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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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境 親 情

1A招懿倫家長

意外收穫
　　突如其來的停課安
排，令我和女兒都獲得
更多的空餘時間。我一邊
教她烹飪和縫紉，一邊分
享自己的學習經歷和有趣
回憶。在輕鬆的學習環境
下，她變得神采飛揚，提議
教我做滴膠、刻章和黏土等
一系列不同類型的小手作，
彼此樂在其中，培養出更好的親子關係。

1A 周穎彤家長

悠長假期 同心抗疫
　　新年假期將完時，大家一心準備上課，誰知，疫症突襲
全球，學生不需回校上課，家長留家工作。在家時間多了，
才得知女兒不是「只懂 打機」，她學會從網絡獲取各種

資訊，還教我在哪兒訂購防疫物
資，到哪裏訂購食物送回家，幫
助我們一家渡過疫境。三月初，
學校通知學生停課不停學時，
她只用了很短時間已經掌握有
關技術，更邀請我與她一起上
課、共同學習，使我更加了解
她的學校生活。原來，只要願
意花時間陪伴和關心子女，就
能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穫！

2A孫慇彤家長

疫情有感
　　疫情令我們一家手足
無措！我是一個擁有三個
孩子的雙職母親，既要上
班，又要照顧停課不停學
的孩子，故不論是日常生
活或學習，都為我和子女
帶來不少挑戰……

　　子女的作息時間由學
校開始網上授課就漸漸糾
正過來，我既可在家工
作，又能觀察她每天以Zoom 上課的情況。
聽到老師授課和同學的回應，感受到老師的用心和苦心，
與同學們的靜心和漫不經心，形成強烈對比，很有趣呢！

　　世紀疫情的來臨，我也沒什麼親子心得可以分享，只
是以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態去面對，多謹慎清潔，保持衛
生！後來疫情稍為緩和，就安排女兒學習繪畫，親自把她
送到老師家中學習，但因為學校的功課也不少，故未能騰
出更多時間來習畫。

　　無論如何，我相信女兒能抽空去繪畫，也一定樂在其
中了！

1A幸尚浚家長

何時再開學？
　　新冠肺炎突襲，令生活變得不一樣。和兒子去購物，
意想不到的是小兒竟從中領悟到家事的煩瑣。因為停課，
親子見面的時間多了，彼此的了解因而增加，小兒變得更
加愛護媽媽、願意為家庭付出更多的心力，甚是感恩！

有趣的小手作

4月份兒子生日時的生日照

齊心抗疫

1D廖晞堯家長

那些無法遺忘的心路歷程
　　轉眼間，女兒已升讀中一。本
來一切順利，怎料，一月下旬，疫症
突襲全球。二月到六月的停課期，人
心雖然惶惶，但這無疑是一個難得的
親子相處良機。丈夫和女兒皆不用上
班和上學，三人留在家中，或玩玩遊
戲、或聊聊天，一家人親厚多了，彼
此間有了更深的默契和話題，大家就
如好友一般。

　　疫情雖然可怕，但卻增進了我們
一家人的感情。所謂「水能載舟，亦能
覆舟」，疫情令無數人染病身亡，偏又
令我們學會珍惜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在家相處的點滴

與女兒合照

1A黃晨語家長

疫情下的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一個很重大的話題。
從2019到2020所發生的事，對所有香港人
而言，相信都是一生難忘的。面對一切，
親友見面，除了互相問候，我們都因無奈
而無語了，但慶幸的是，除了家人都平
安健康外，接近五個月的停課期，增加
了很多難得的親子時間，特別是對一位父親而言。

　　我有三個小孩，大女兒十二歲、二女兒十歲、小兒子
五歲，突然不用上學，可以想像，孩子們有多放飛自我！

　　福禍相依，縱然疫情萬惡，但一家人全天候被緊緊壓
縮在同一屋簷下的日子，將是一生中最親密的親子時光。
如何進行家庭教育，是個有探索意義的課題。

　　我很認同「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師」，但父母就是父
母，老師的位置也不是能夠取代的。父母偶爾可扮演一下
「老師」，但刻意當「老師」，效果也不會太好。家庭教
育內涵豐富，除了如何安排學習時間、如何指導孩子功
課、如何利用網路課程等等，還有很多可思考的空間。

　　思慮良久，我定下了兩條基本原則，就是不虛度光陰
及以正面的態度面對「恐懼」。

　　獨立思考、務實討論、互相尊重。

　　當每個人面對恐懼時，都需要強大的心志、淵博的知
識、豐富的經驗……

　　這需要在人生之中慢慢累積。我希望和孩子們都可以
在這段特殊經歷中，學會從容面對未來複雜的社會。成長
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家庭教育」也無法直接決定孩子的
未來，但如果我們能把握這個非常時期，多學習、少焦
慮；多關懷、少恐懼，孩子的變化和成長會令我們倍感欣
慰。「家庭教育」就是很好的潤滑劑，既可以促進家庭和
諧，也為我們創造值得回味的幸福記憶。

與女兒出外 
呼吸新鮮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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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境 親 情

2B白蕙萌家長

獲益良多
　　疫情期間，我們一家四口都遵
從政府呼籲，在家抗疫。誰知，
這竟然讓我們一家獲益良多。囡
囡利用這段時間學習韓語；我為
了照顧家人的一日三餐而學會了多款新菜式。最特別
的是，我們家多了一位新成員「牛丸」。牠是一隻雄性倉
鼠，偶然的一次機會，我們收養了牠。當初，我因怕傳染

病風險而猶豫不
決，但最終敵不
過兩個小朋友的
哀求，決定收養
牠。原來小朋友
每天幫我清潔家
居、逗牛丸玩也
是一件樂事。

3B吳俊灝家長

齊心努力抗疫 積極面對將來
　　病毒襲地球！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突如其來，直
捲全球，令各國手足無措。可幸的是，香港疫情並不算嚴
重，加上港人曾經歷SARS，故能齊心抗疫，以保大家安
全！孩子們因抗疫而停課，多了時間待在家。小兒俊灝每
天除了上午上網課、下午做功課外，其餘時間，他會與我
們聊天，關心各地疫情；我們也會留家一起觀看電視劇、
做一些簡易的小運動、烹調蛋糕、曲奇、甜品及其他食
物。此外，大家每天都有自己的私人時間，或各自看看網

上小說、或上網瀏覽其他資訊，日子也過
得十分充實。這段時間，俊灝積極樂觀
面對問題、學會管理自己的情緒、更
懂得關心家人，讓我感到很欣慰！
在此，我衷心感激學校、袁校長、
兩位副校、各位老師及各位工友無
私的付出！他們除了要照顧自己的
家庭外，還付出了不少時間和精神
去安排學生們的網課。班主任來電
關懷，工友時刻保持學校地方清潔，
準備好一切，讓學生們可以順利復課。

2C鄧曉晴家長

難得的學習機會
　　疫情期間，我們一家進行了
很多不同的親子活動，感情因而
深厚了。

　　這段日子，我們家增添了
新成員：獅子兔、陸龜和小龍
蝦。這有助培養孩子們的責任
心。他們第一次照顧小動物，我在適當的時候，教
導箇中技巧，他們學會了如何跟小動物相處。我也經常邀
請他們的小表弟到家中玩耍，培養他們的耐性。有時候，
我跟他們一起到花園裏種植及觀察昆蟲。

　　雖然疫情期間，大家大部分時間都只能留在家中，但
我們卻能好好善用時間，做了很多有意義的事情。

3B何卓庭家長

親情開花結果
　　冠狀病毒令這地球村的人
措手不及。學校停課後，怎樣
跟子女一起度日，也使家長們
窮盡心思。雖然大家都困在家
中，但不能讓子女百無聊賴，
鑽研烹飪技術變成我家每日
的必修課，全家人一同創出
新食譜，然後試味，討論怎
樣改良，變成另類的親子活動。連遠在英國的長女也可用
FaceTime 加入我們的烹飪團隊。一塊牛扒或一件羊架也成
為我們討論的焦點，親情也同時慢慢地增長起來。疫情蔓
延，但親情卻能開花結果。

3D林晞嵐家長

疫境中的桌遊時間
　　世紀疫症肆虐，人與人被口罩相隔，彼此多了一點隔膜。

　　在艱難的日子，親情更顯可貴。在此呼籲大家多關心家人和子女的身心健康。

　　在此分享一個益智又能與家人同樂的活動︰桌遊 (Boardgame)。
　　桌遊有很多不同的主題，玩法千變萬化，遊戲過程，玩家互動，有助促進彼此的
溝通，如有關瘟疫主題的桌遊 —「瘟疫危機」(Pandemic)，一家人可以化身為抗疫專
家，穿梭世界各地阻止病毒爆發，合力研發疫苗拯救全人類。這個遊戲的特色，是大家不可以「攤牌」玩，只能夠用言語暗
示及分享資訊。這桌遊是一個「合作」遊戲，沒有個人勝負之分。

　　這正好反映親子相處的藝術 —  雖然家長時刻都想了解子女的資訊，但也要懂得拿捏箇中的竅門，溝通過程不可能事事
「攤牌」，父母宜多觀察及感受子女的情緒，維繫舒適的親子關係。家庭也如一個「合作」遊戲，不計勝負，著重每位參與
者努力付出，大家互相扶持、一起成長。

與家人慶生

珍貴的親子時光

美味的新菜式

我們家的新成員

我們的好朋友

與子女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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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校 合 作
中一註冊日 11.7.2019 - 12.7.2019

家長義工接待新同學及家長

中一迎新家長日 16.7.2019

家長出席迎新家長日，增進對鄉中的認識

敬師日 10.9.2019

家長致送廖浚宏校友所寫的墨寶，並向眾教師送上飲品

水運會 3.10.2019 - 4.10.2019 中一家長日 19.10.2019 家長講座 19.10.2019

家長委員與校長合照 家長與班主任面談 駐校教育心理學家講解親子相處之道

周年大會 19.10.2019

家長積極參與 校長頒發感謝狀予家長委員及家長義工

7



陸運會 24.10.2019 - 25.10.2019

周年頒獎典禮 16.12.2019環保校服回收計劃 6.11.2019 - 7.11.2019

為環保出一分力 校長頒發本會獎學金予表現傑出的同學

壁報製作 6.11.2019

委員設計與製作的壁報

家長踴躍參與親子比賽家長委員與校長及主禮嘉賓李國培副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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