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2013-14 年度家長教師會
第一期 會訊 (2014 年 2 月)
校長的話
2013 年度本校【法團校董會】正式成立，這代表著將循的身份和
管理進入一個新階段，校董會以法人身份運作，各校董肩負著更大的
責任，監察及推動校方發展。按有關條例規定，法團校董會成員需包
括校內相關持份者，持份者包括委任校董、教會代表、校長、教師校
董、家長校董、校友校董等，以共同合作的理念管理學校。
2013 年也是本校值得記念的一個年頭，因為我們已踏入十歲了！
十歲的小朋友，在智慧、能力、見識和抱負方面，應該已有一定程度
的長進；十歲的將循，各位家長將會如何評價我們的成長？
過去九年，對內我們本著基督精神辦學，建立關愛校園和團隊，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
學習經驗，以六愛精神成為全人教育的向導；對外，老師們不辭勞苦為學生爭取參與各類
活動及比賽的機會，讓孩子們擴闊眼界，經歷成功的歡樂，也經歷失敗後的激勵，經歷被
愛和支持，為他們的人生留下一點一滴的美好難忘的回憶。
感謝神的眷祐，雖然我們拙於對外宣傳，卻從街坊和家長們口中得知將循是本區其中
一所「好學校」，子女能夠入讀本校令他們感到十分安心和欣慰。對此，我們不敢自滿，
感恩之餘，更感謝一眾老師、教職員過去的默默耕耘，不問收穫。但願各位家長，繼續為
我們的工作投下信任一票，此外，支持學校舉辦的課程及活動，攜手扶持子女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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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大家好，今年是我參加家教會工作的第二年,可以成為
第八屆的主席，感到幸運之餘，就是戰戰兢兢，只好本著
邊做邊學、盡力而為的心態，為大家服務，希望能夠為學
校出一分力，強化家校溝通，增強各位對學校的歸屬感。
作為一位較新的成員，有很多事情需要學習，希望大家多
提點、多體諒。有見及此，較早前校方為各委員舉辦了
【家教會委員工作坊】，令各委員對家教會的運作有更多
的認識，加深彼此了解，有助日後的合作。
期望今年各委員合作愉快，各人能發揮所長令會務順
利發展，更希望在家教會的活動上
有你的參與、你的支持，推動我
們更加落力為大家服務。

Ada 劉佩貞(2E 周逸明 4A 周逸朗媽媽)

職位 (小組負責人)

家長委員

子女資料

主席

劉佩貞 Ada

2E 周逸明 4A 周逸朗

副主席

張冬梅 May

6B 陳灝宏

秘書(校車關注小組)

郭翠儀 Annie

4D 余家豪

司數(午膳關注小組)

羅浩敏 Angela

2A 何雅悠 6D 何雅思

聯絡兼總務(校服關注小組)

張峰 Pat

5E 鄭鈞豪

聯絡兼總務/家長校董

丁慧賢 Florence

4B 李心樂

康樂 1(敬師活動小組)

葉慧雯 Erica

1B 簡焯瑜

康樂 2(環境衛生關注小組)

趙美清 Macy

2D 張紫欣

康樂 3(賣旗事宜小組)

陳昆玉 Fion

5C 彭明萱

家長校董

趙必達 Peter

2E 趙卓謙

副主席

劉寶珊老師

秘書

黃鳳儀老師

司庫

徐婉碧副校長

聯絡兼總務

植寶群老師

康樂

曾逸秀老師

(升中及畢業事宜小組)

(家長資源中心發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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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家教會常務委員

第1屆

第2屆

第3屆

第4屆

第5屆

第6屆

第7屆

將循十周年，家教會亦己成立了八年，前人的建樹，造
就了今天的我們，感謝您們多年來的貢獻和支持，我們
定會以你們為學習榜樣，繼續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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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校董介紹
本人於 2010 年完成了由教育局舉辦的「校董培訓課程」，了解到家長
校董的角色及責任，期望為各位家長向校方帶入不同觀點，從學生的成長
出發，透過參與決策，令資源用得其所。
套用從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所言：「我現在的權力，是屬於這
一個崗位的，並不是屬於個人」，因此，當我背負起這個家長校董的責
任，就要做好本分。在此鼓勵大家也為自己做好裝備，將來為家校合作出
一分力，願共勉之﹗
Peter 趙必達 (2E 趙卓謙爸爸)
Florence 丁慧賢 (4B 李心樂媽媽 )
兒子思齊能在將循渡過
愉快的六年，女兒心樂也在
將循快樂成長，是令我參予
校董會及家教會的最大動
力。
今年是我第二年擔任家
長校董，也是第五年參加家
教會委員的工作，幸好過往
的工作經驗令我較能適應參
與開會和決策，願能為家校
貢獻一分力量。

新委員介紹
Erica 葉慧雯(1B 簡焯瑜媽媽)

大家好，很榮幸今年能參與家教會常務委
員會，希望藉著本人微小的一分力，為大
家服務，並期望以新人的身份能更投入將
循這個大家庭。

Angela 羅浩敏
(2A 何雅悠、6D 何雅思媽媽)
家有三個小朋友， 大
仔已於三年前在將循畢業，
而二女亦快將畢業了，細女
就讀二年級。時間過得真
快，不知不覺已踏入將循大
家庭九年了。
我們一家五口，平日都
各自忙於自己的角色要求，
但在假期或空閒時，都喜歡
到附逛街， 或做簡單運動，
如踏單車、打羽毛球、游泳和
跑步等，我們又好喜歡到圖書館看書， 而我最喜歡看一些手工
藝的書籍， 如果大家有興趣，不妨跟我交流一下心得。
而作為一個媽媽, 我最希望一家人齊齊整整、健康快樂，我
便知足感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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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ie 郭翠儀 (4D 余家豪媽媽)

相隔一年，又再度加入家教會擔任
委員，新班子有新適應，經過幾個
月合作，彼此已開始建立默契，期
望自己能繼續為將循的家長及學生
盡一分力量。

關 注 小 組 報 告
升 中 關 注 小 組

MAY 張冬梅 (6B 陳灝宏媽媽)

一如以往，家教會為配合家長的關注，在 10-11 月期間，除了代訂【明報升中攻略】、
介紹坊間升中講座、鼓勵參加由西貢區家長教師聯會舉辦的【西貢區中學巡禮】外，今年更
增設兩次升中家長分享會。分別於 12 月 20 日邀請景嶺書院家教會委員到校，及 1 月 9 曰
邀請將循舊生家長回校分享，互相交流升中心得、面試技巧及中學情報等，使家長對區內中
學有更深入的了解，當日出席之家長都很踴躍參與及發問。

西貢區中學巡禮

召集

景嶺書院家教會委員到校

「小六敬師茶會籌備小組」
會議即將召開，有興趣參與
之六年级家長可與家教會委
員聯繫。

將循畢業生家長到校分享子女升中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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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旗事宜小組

Fion 陳昆玉 (5C 彭明萱媽媽)
我們將參與 2 月 22 日「防止虐待兒童會」的親子
賣旗，這機構一直致力推廣保護兒童服務，提供熱
線、外展調查、個案輔導和公眾教育活動等，讓社會
人士明白保護兒童的重要性。如有興趣與孩子一起享
受親子服務的樂趣，請留意內聯網通告。

校服關注小組
Pat 張峰 (5E 鄭鈞豪媽媽)

本年度第一次家長日校服開倉已順利完結，絕大部
分的存貨已被領取。為準備下一次的校服開倉，各位
家長在換季時遇有不合用之校服及相關配件，歡迎在
清洗之後，交往校務處。

校車關注小組

Annie 郭翠儀 (4D 余家豪媽媽)
本組於 1 月初邀請部分關注小組成員協助隨車觀察
司機及褓母的工作表現，並已將需要留意及改善之
處，由校方負責老師向校車公司反映。而學生在校車
上的表現良好，個別需要改善之學生亦會知會訓導組
老師，以作教導。
醒目貼士﹕
1.

提早到校車上落站頭等待校車。

2.

為安全起見，提醒孩子乘車要遵守秩序，若有安
全帶，則需配戴。

3.

學生乘車情況如有更改，請盡早通知校車褓母或
校務處。

家長資源中心發展小組
Florence 丁慧賢 (4B 李心樂媽媽 )
今年是將循建校十周年，學校和教會將為校舍進行多項優化工程，當中
會為家長資源中心進行重修及加添所需設備，使這個地方成為一個適宜
聚會及進行活動的場地，藉此代表家長及學生感謝教會在財政上的慷慨
支持，期盼在不久將來，家長會有一個設備更完善的聚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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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告

西貢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優秀家長及教師嘉許禮
優秀家長: (經家教會提名推薦)
4A 周逸朗/2E 周逸明媽媽 (劉佩貞女士) 去年新加入的家教會委員
5C 彭明萱媽媽
(陳昆玉女士) 去年新加入的家教會委員
2D
3A
3D
3C

張紫欣媽媽
梁巧雯媽媽
蔡永諾媽媽
石淳媽媽

(趙美清女士)
(柳少恩女士)
(陳婉冰女士)
(石惠如女士)

去年新加入的家教會委員
家長義工,全年服務超過 93 小時
家長義工,全年服務超過 87 小時
家長義工,全年服務超過 81 小時

優秀教師: (為去年加入協助本會推行會務之老師委員) 樊文輝主任、禤淑芬老師
感謝以上各位在過去一年熱心參與義務工作,為學校及家教會作出貢獻。

十周年校慶

陸運會花絮

Ada 劉佩貞(2E 周逸明 4A 周逸朗媽媽)

本年度陸運會設立「五、六年級 2 x 50 米親子接力比賽」及「十周年校慶 4 X 100 米公開組
接力賽」，比賽順利完成，感謝各參賽者頂力支持，你們的熱情和投入，為當天比賽加添了熱
烈的氣氛，當中家長四人組在 4X100M 比賽中還奪得季軍，可喜可賀﹗

使用

群組通訊貼士﹕

劉寶珊老師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我都可行；但無論那一件，我總不受牠的轄制。
(歌林多前書 6:12)
※

適時查閱﹕無需隨時隨地守候回覆，如有急事，對方必定直接撥號找你

※

限時使用﹕設定聯絡時間，太晚或太早都會對群組組員造成滋擾

※

鎖定對象﹕瑣事、只牽涉個別組員的事、個人私隱都不宜透過群組發放

※

適當語氣﹕宜謹慎發言，免傷和氣

※

顧及他人﹕留意發言內容，有機會引起不安或不實流言，令他人聲名及心靈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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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員 福 利
凡本會會員如需借用教協會證，
請向校務處登記。
>憑證可享購物及活動報名優惠
>外借期﹕兩星期

為加強溝通，本會增設電郵信箱，如有意見，歡
迎來信，信件必須清楚寫上聯絡人資料
(稱呼、電話、電郵、事項詳情)，以便本會委員
與閣下聯絡。pta@tkomps.edu.hk

歡迎瀏覽本會網頁﹗

親 子 大 旅 行
日期： 2014 年 03 月 15 日(星期六)
對象：本會會員 360 人 (人數過多則以抽籤決定）
費用：原價$139，家教會津貼後為 $128 (大小同價)
團費巳包括領隊小費及人身意外保險

報名：詳情及報名請參閱內聯網通告
一年一度的親子大旅行又到了！在這個春光明媚的季節，一家大小到戶外郊遊
就最適合不過了，遠離繁忙的都市，齊齊放鬆一下吧！
今年旅行的行程如下：
● 參觀啟德郵輪碼頭-空中花園
● 沙田龍華酒店品嚐乳鴿大餐
(和家人一起享用酒店午膳，並設有豐富抽奬）
● 參觀傳統豆品廠 (認識豆類製品的生產過程，任食豆腐花)
● 參觀全城至 Hit『魔法擂台』
(觀賞精彩魔術、場內設有兒童遊樂設施)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