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教師會通訊

第十六期

主席：劉佩雯女士（4A 吳希汶家長）

首先要衷心感謝大家的支持及厚愛，讓我可以繼續在家長教師會服務，為大家出一分力。過去一
年由於獲選主席一職，比以往接觸到更多的學校事務，令我更加深深感受到自己是基樂這個大家
庭的一份子！
在此感謝校長為學校爭取添置新的設備、為同學們改善學習環境、帶領學校更上一層樓；感謝各
位主任、老師，除煩重的教育事務外，你們還要處理許多其他校務，真的辛苦你們了！亦要感謝
各位家教會執委，有你們的踴躍參與，家教會才發展得如此順利！
來年希望會有更多家長參與家教會事務，秉承「家校合作」精神，使我們的子女在學業以及在身
心的發展都獲得良好的成績！
副主席：陳碧瑤女士（1B 曾子彥家長）

司庫：李月嫦女士( 1A 李芷善家長)

很高興有機會成為家長教師會的
一份子，在這一年體會到家長教
師會的作用是成為家長與學校間溝
通的橋樑。好像早前有關小三TSA
的運作，學校會主動聯絡我們，並向家
長教師會執委講解有關學校的做法和聽取我們的
意見，令我們有機會反映意見及了解更多學校的
理念。另在開會時，我見到各執委和教師合作無
間，相處融洽，這些也給予我良好的印象。

在未加入家教會成為執委的一員時，對學校一無所
知，學校對學生的要求也不太了解。為了讓女兒可以
開心快樂地在基樂小學讀書，所以我參加家教會選
舉，並有幸成為家教會的執委。在家教會裏，我參與
學校舉辦的活動和家教會執委會議，了解
到學校的辦學宗旨，對學生的品德和學
習要求，同時也希望他們在無壓力的
環境中學到更多的知識。很開心我的
女兒能加入基樂，我會努力協助做好
家教會內的工作，做好家長與學校的
溝通橋樑。謝謝！

聯絡及宣傳：許惠嬋女士
(2D李鈊螢家長)

大家好！我很榮幸在過往一年
能參與家教會事務，讓我認識
了一班為學校和學生盡心盡力
的老師和家長們。我不單可以
了解家教會的運作，欣賞到各
家長委員在推動會務時那份熱
誠和積極參與的態度，也深深
明白家校合作的重要性。本人
希望能盡自己的能力，繼續為
各位家長及小朋友營
造良好學校環境
作出貢獻，協助
學校辦好每項
活動，盡展家
校合作的精神！

文書：楊曉玲女士
(2C 李恩彤家長)

康樂及教育：盧慧女士
(1C 蔡嘉熙家長)

任職家教會兩年以
來，本人對學校
的教育宗旨是非
常認同。小女能
就讀基樂小學，
也深感榮幸。
首先感謝校長、老
師們的付出，我代表全
體家長向您們致敬！衷心祝願學校
和家長們能緊密聯繫，培養品學兼
優的好學生，將來以校為榮、以師
為榮，這也是師長和父母的驕傲和
願望。希望來年有更多家長參與家
教會的服務。

非常榮幸成為家教會執委，令
我可以為學校出一點點棉力。
在這一年裏，看到校長和老師
們的用心和忙碌，深切體會到
教育子女不只是學校的責任，
做好家校合作和溝通也很重
要。這樣，我們的
子女才有全人
的發展。
最後，祝
各位同學
們學業進
步！家長們
心想事成！

總務：陳曼怡女士(1D 馮梓珊家長)

本人深信：家校合作對於孩子的健康快樂成長是十分重要！心存感恩，在女兒入學的第一年，成為了家教
會委員，讓我對學校的教學理念有更深的了解。親身參與了學校的各項活動，印象特別深刻是在35週年
校慶的時候作為義工家長幫孩子們彩繪，見到孩子們的開心笑容，感覺再累也不是問題了。同時，我也
是義工故事媽媽，每週一次到學校和小朋友講故事，在付出的同時，自己也收穫不少。在家教會的會議
上，校長和老師們都會積極聽取家長委員們的意見，大家互相交流，為求創造更好的家校結合方式。希
望有愈來愈多的家長能加入家長教師會，一起組織更多的活動，讓孩子們的校園生活更添色彩。
地址：九龍牛頭角樂華邨

電話：2755 5611

傳真：2750 8790

電郵：keilok@keilok.edu.hk

網址：http://web.keilok.edu.hk

聖公會基樂小學
2017-2018家長教師會活動
日期
  6/10/2017
14/10/2017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名單
主 席： 劉佩雯女士
副 主 席： 陳碧瑤女士、陳麗姬副校長
文 書： 楊曉玲女士、何炘明主任
司 庫： 李月嫦女士、梁可汶主任
康樂及教育： 許惠嬋女士、葉若瑜姑娘
聯絡及宣傳： 盧   慧女士、施德銀主任
總 務： 陳曼怡女士、陸翠蓮主任、
郭素思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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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家教會會員大會
聖公宗小學「生命、 心靈及價值
教育」計劃「與孩子一起跨過障
礙賽」家長講座
家長管教課程之「及早識別及處
理兒童及青少年的焦慮或抑鬱情
緒」講座

8/11/2017「童遊繪本」工作坊 (6節)
13/12/2017
17/12/2017
親子大旅行
  9/ 1/201818/ 5/2018
故事特工
(逢星期二及五)
家長管教課程之「怎樣與孩子溝
10/ 1/2018
通及處理衝突」講座
3/  2/2018
親子賣旗
家長管教課程之「提升孩子學習
7/  2/2018
動機」講座
家長管教課程之「家庭教育與兒
21/ 3/2018
童發展」講座
16/ 6/2018
親子日營
家長管教課程之「為孩子觸網做
20/ 6/2018
好準備」講座
      7/2018
出版家教會通訊

劉佩雯女士(4A 吳希汶家長)
抱著與女兒一起「認真地玩」的心態代表學校參
加是次烹飪比賽，不單止有獲獎帶來的快樂，更甚的
是讓女兒獲益匪淺、眼界大開！在此感謝温校長百忙
之中也親臨比賽場地為我們打氣；亦非常感謝
梁學民主任抽空訓練小女在眾人前介紹菜色的
勇氣及技巧！
因為其他參賽者的作品水準可謂大廚級
數，賣相非常精緻美觀。而我們的作品 「章
魚燒薄餅」相比之下就顯得平平無奇了。當
我們自覺得獎無望時，司儀竟然宣佈我們得
到殿軍，令我們都喜出望外呢！
來年的比賽，希望各位烹飪了得的家
長都踴躍參與，為基樂爭光！

菜式簡介

章魚燒薄餅
「章魚燒」是起源於日
本關西的料理，由於製
作簡單方便，適合和子
女一同製作，加上自家
製作便可放入更多健康
食材(如蔬菜)，煮一道一
家大小都愛吃的菜式。

故事特工隊
本校邀請學生家長於2018年1月至5月(逢星期二及五)
午息期間，擔任故事媽媽，與小一至小三學生分享繪本
故事書，同學們反應熱烈，每次約有20位學生參加，大
家都樂在其中，並能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

「童」遊繪本
本校與香港聖雅各福群會方舟生命教育
館合辦「童」遊繪本家長小組，指導家
長如何透過繪本故事書，讓孩子建立正
面積極的人生觀、培養珍惜生命及尊重
生命的情操。是次活動共有十位家長參
加，大家對活動內容非常感興趣，表現
積極、投入。看看同學的反應便知道各
位家長講故事有多動聽啊！

親子旅行
本年度親子大旅行於2017年12月17
日(星期日)舉行，活動地點為壽桃牌麵
廠、滿洲一條街及綠田園，當天約有
三百名家長和學生參加。當天風和日
麗，大家先到滿洲一條街欣賞有二百年
歷史的滿清建築，再到綠田園享受親子
燒烤的樂趣，並進行多項戶外活動，度
過了一段既溫馨又美好的時光。

家長管教課程之
「及早識別及處理兒童及
青少年的焦慮或抑鬱情緒」講座
日期 ： 22/11/2017
協辦機構 ： 醫管局
內容 ： 	1. 認識有關兒童的情緒特徵
			 2. 有效建立有效的處理技巧

故事特工
日期 ： 9/1/2018-18/5/2018 (逢星期二及五)午息
內容 ： 	1. 透過午間說故事，提升閱讀興趣

親子賣旗
日期 ： 3/2/2018
協辦機構 ： 聾人協進會
內容 ： 	1. 培育學生關愛他人及服務社區之精神

「童遊繪本」工作坊（6節）
日期 ： 8/11/2017-13/12/2017
協辦機構 ： 聖雅各福群會
內容 ： 	1. 透過親子說故事，提升親子關係

家長管教課程之
「怎樣與孩子溝通及處理衝突」講座
日期 ： 10/1/2018
協辦機構 ： 和諧之家
內容 ： 	1. 認識有關兒童的情緒特徵
			 2. 有效建立有效的處理技巧

家長管教課程之
「提升孩子學習動機」講座
日期 ： 7/2/2018
協辦機構 ： 家福會
內容 ： 	1. 認識有關兒童的學習形態
			 2. 有效建立提升動機的技巧

家長管教課程之
「家庭教育與兒童發展」講座
為孩子觸網做好準備
日期 ： 20/6/2018
協辦機構 ： 東華三院 心瑜軒
內容 ： 	1. 了解孩子喜歡上網的原因及需要
			 2. 培養子女有健康的上網習慣

日期 ： 21/3/2018
協辦機構 ： 駐校社工葉姑娘
內容 ： 	1. 認識有關兒童成長形態
			 2. 有效提升家長的管教及溝通技巧

(排名不分先後)
本校非常感謝各家長義工，過往一年到校協助推行不同的活動，加強家校合作，
讓學生能在融洽及快樂的環境中成長。

九東遊戲比賽家長義工
1D   邱凱渟家長       3C    韓昕澄家長       4A    吳希汶家長       余子筠家長(畢業生)

2017-2018運動會
1A
1C
1C
1D
1D
1D
2A
2A
2B
2B
2B

李芷善家長
林祖賜家長
楊紫涵家長
邱凱渟家長
杜梓鴻家長
呂思毅家長
何智恩家長
李曉光家長
何子聰家長
鍾浠榆家長
馬心穎家長

2B
2B
2C
2D
2D
2D
3B
3B
3C
3C
3C

吳璐珈家長
郭守軒家長
李恩彤家長
洪瑋成家長
陳慶斌家長
李鈊螢家長
曾柏森家長
王雅汶家長
潘心茹家長
韓昕澄家長
顏芯琪家長

3D 莫俊鍶家長
4A 吳希汶家長
4B
陳澤權家長
4C
譚綽瑤家長
4C
周曉智家長
4D 徐羨渝家長
4D 官永樂家長
5A 葉卓衡家長
5A 莫湘宜家長
余子筠家長(畢業生)

嘉年華會家長義工
1B
1C

曾子彥家長
蔡嘉熙家長

1D
2C

馮梓珊家長
李恩彤家長

2D
4A

李鈊螢家長
吳希汶家長

2B
3B

何子聰媽媽
葉籽希媽媽

故事特工隊
1A
1B
1C

李頌昇媽媽
樊悅兒父母
梁凱恩媽媽

1D
1D
2A

梁炎越媽媽
馮梓珊媽媽
麥詠琳媽媽

你的子女有沉迷網絡世界嗎？如果子女在
長假期或上網最多的時候經常出現以下描述的情
況，則表示他們有可能受沉溺上網行為影響了﹗
•• 不遵守家人訂下的上網時間
•• 為上網而不做日常事務(如功課、家務)
•• 因上網而影響學業成績
•• 自有上網習慣後變得孤僻
•• 不願向家人透露上網做什麼
•• 給家人發現偷偷上網
•• 當家人干預上網時間的長短時會發脾氣
•• 選擇上網而放棄以往的嗜好
•• 不上網時會感失落、緊張或情緒化，而
一上網便沒事
註：以上的上網時間並不包括與學業和工作有關的時間

網絡世界的吸引力
•• 能隨時隨地獲得資訊，協助學習
•• 提高自身技能，與時並進、擴闊視野

要預防孩子沉迷網絡世界，可
試試以下預防或糾正方法：
•• 與孩子討論上網時間，並採用可實行的
「學業時間管理表」
•• 例如：1
星期一至五，不玩任何網上遊戲1
星期六至日，每天最多玩兩小時
•• 控制上網時間
•• 將電腦放在家中的當眼處(如客廳)
•• 安排子女參與健康的群體活動
•• 讓子女認識沉迷上網的壞處，以及建立
平衡生活的重要性
•• 鼓勵子女建立健康的上網習慣，而不是
阻止他們上網
•• 建立良好身教，不應經常在子女面前使
用電子產品
•• 認識青少年網絡文化
•• 如有需要，請向專業機構或人士尋求支
援

•• 部份人士利用上網逃避現實
•• 打機尋成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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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11 香港家庭福利會(2015)：青少年上網成癮評估工具
222 伍婉嫻、馮婉嫻、吳浩希(28/05/2014)：家長童
學—輔導青少年子女使用互聯網—給家長的指引
333 林志霞(01/03/2012)：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孩子沉溺網上遊戲怎麼辦 ？

編輯小組：
顧問：黃文泰校監、温志揚校長
委員：陳麗姬副校長、何炘明主任、葉若瑜姑娘、梁可汶主任、施德銀主任、陸翠蓮主任、郭素思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