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回顧

第七屆「家長校董」

第二十九屆執委會名單

今個學年疫情未過，學校只能在網課及半日授課模式下運作，如何維持家長教師會基本會務，而活動又
能在防疫和限聚令下繼續進行成為了本會重大的挑戰。因疫情反覆，不少活動作出相應的安排。一月份
因第四波疫情來襲，本會第三次會議改為以線上形成進行，幹事們得以安坐家中共商會務。至於十月份
假視聽室舉行的會員大會，不少家長回校與及親自投票，亦有家長透過視像直播參加會議及進行網上投
票，過程雖然有點複雜，唯是次會員大會也能順利舉行新一屆委員會選舉及校董家長代表選舉。此外，
原定五次的家校閱讀研習坊，亦成功舉辦了四次，參加者的熱誠未因疫情退減。至於親子旅行，本會改
變旅遊模式，以送出山頂纜車旅遊套票予每班三位同學，鼓勵同學和家人同行或相約同學到山頂遊覽，
參與者反映是次活動十分難得，剛好趕及山頂纜車停駛前到太平山一遊。一如往年，六月份本會舉辦了
「家長也敬師」活動，收集了百多張敬師咭，頒獎禮當日家教會主席代表家長們致送敬師咭及小禮物予
各老師，以答謝他們一年來的辛勤工作。其他恆常活動，包括頒發「摘星獎」及家長教師會學業獎也如
常舉行。家教會也因疫情下的新常態，開拓了新的活動形式，如線上利是封吊飾製作工作坊。最可惜的
是燒烤晚會未能如常舉行，無法和一眾家長聯誼共聚。這一年是不尋常的一年，期望來年一切如常，學
校回復常態。

 
陳麗雯女士

鄒令宜女士 (替代校董)
(任期:10.2020至04.2021)

主 席     陳麗雯女士
副主席   李幼儀老師‧ 植綺茵女士
財 政     梅麗花女士
文 書     洪穎生老師‧吳茵妮女士
聯 誼     朱永基副校長‧李珍莉老師‧鍾沅宜女士
康 樂     何慧蓮老師‧陳靄心老師‧鄒令宜女士



我參與張振興家長教師委員會已經兩年了，
加上孩子小學時曾任職那五年的家長委員，
「教育」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通過PTA會
議跟校方的溝通，讓我對學校的立場和教育理念有更
深入的了解。世上沒有完美的人，也沒有完美的教
育，這更顯得「家校合作」的重要性。
張振興的教育是「以人為本，用心出發」。在網課期
間，老師不會只看登入名稱記錄出席，還會關注學生
的專注和掛機情況，老師跟進功課也很用心，校方甚
至開辦小組形式的功課輔導班，為有困難的家庭減輕
壓力。
雖然我並非教徒，但我十分重視孩子的心靈教育。老
師是傳授知識的導師，家長是指導人生的導師，對孩
子來說兩者皆不能缺。在網課的日子裡，家長和老師
成為了並肩作戰的伙伴；在未來的日子裡，期望我們
並肩同行中有你，誠邀各位家長加入家長教師會，一
起參與教育，讓孩子在關愛的環境茁壯成長！

(中二家長 Celia)

我很榮幸被授予「第一屆香港區傑出家校
義工」的榮譽稱號。感謝家教會和張振興
伉儷書院的家長和教師們的推選。我的當
選，有賴於各位家教會委員、學校老師們
對我的充分信任和對我工作的大力支持！
在張振興伉儷書院擔任家教會副主席、家
長校董的這1000個日子裡，經幾任委員們
的並肩努力，齊心協力完成了家教會的各
項既定工作，為學校、為孩子們做了應該
做的貢獻。這種榮譽離不開家長和老師們
的支持和鼓勵，我衷心感謝幫助和支持過
我的每一個人。
次我獲得了“傑出家校義工”的稱號，我感
到非常幸福和快樂，更覺得是幸運！因為
我覺得有很多老師委員、家長委員比我做
得更好。過往這三年裡，家教會中的每個
位委員都是非常優秀的。儘管家教會的工
作細緻和繁瑣，還要耽誤自己的工作或週

家長投稿  

家長投稿--獲獎感言
末休息時間，但是委員們非常認真、從不抱
怨、懷著對學校、對孩子們的一片赤誠之
心，每一次活動都安排的非常合理緊湊、有
條不紊，令每一次活動都可以圓滿完成。其
他委員們認真細緻的作風、熱情投入的態
度，都無時不刻的在感染著我、激勵著我！
榮譽不過是太寬或太窄的冠冕。輝煌的時刻
並不意味著永恆，這一獎項只是對我過往三
年的家長義工工作的認可。雖然我已經卸任
張振興伉儷書院的家長校董一職、也將隨著
兒子步入大學校門而不再擔任家教會職務，
但是，我的心和我的熱情還在！在今後的日
子裡，我將繼續支持張振興伉儷書院的家教
會活動，繼續加入家長義工的行列，身體力
行，服務學生，繼續為學校做貢獻！也衷心
祝願張振興伉儷書院家教會的活動順利開
展、越辦越好！

試前功課輔導班  

鄒明蓁家長鄒令宜



在十二月、一月期間，新冠病毒肆虐，學校
停課，家長教師會原定的活動亦被迫暫停。
有家長委員提出試行舉辦一些線上活動，讓
家長們能透過網上聯誼互動。最後本會決定
在一月三十日(星期六)舉辦「利是封吊飾製
作線上工作坊」，由副主席TOBY主理。活動
當日現場有四位家教會委員參與示範，線上
亦有數位家長一同參與。參加活動人數雖然
不多，但別具意義，証明家長也能透過網上
學習新事物，藉此鼓勵一眾同學即使無法回
校上課，也應積極面對，學習永不停止。況
且，製作精美的利是封吊飾可用於農曆新年
時裝飾家居，既環保又具創意，家長們也十
分滿意自己的作品。

利是封吊飾製作線上工作坊

第一屆香港區傑出家長義工

林佩珍女士、鄒令宜女士及鍾珮珊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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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頂纜車摩天套票  #凌霄閣摩天台  #港島徑  #維多利亞港日落

山頂親子同樂日山頂親子同樂日

為鼓勵親子同行及在疫症期間也能享受郊遊樂趣，本校家長教師會分別在5月7日及5
月23日舉辦了山頂親子同樂日活動。家長教師會送出90多套山頂纜車摩天套票，受
惠對象包括學生及其親友。當日參加者乘坐山頂纜車往來太平山，體驗這個動感都巿
的景緻，以及近在咫尺的大自然風光。

當日天朗氣清，遊人散步於港島徑，由山頂
凌霄閣出發，經盧吉道前往高西郊遊區，再
經夏力道返回山頂凌霄閣。在乘山頂纜車返
回中區前，也不忘在山頂觀賞壯麗的日落景
色，真一樂也。

照
片

由
參加者提

供

參加者可親臨香港最高360度觀景台凌霄閣
摩天台欣賞太平山優美的景致，更可前往參
觀「搞錯3D藝趣坊」，或進入新奇有趣的
「大富翁夢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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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裡的蜘蛛��⼝吐絲�⽽更貼�現實�蜘蛛必須���的�

�才�噴絲�並且只�把絲吊下⾃⼰或�U形噴出�

�志��師����的語⾔�⼤量�⾃拍�的彩⾊蜘蛛照��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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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達人黃志俊老師
家校閱讀研習坊活動後有感             

本年度家校�讀研�坊�

⾏了四�活動��別是:
(1)《�� ‧ ��》
(2) �學�祕
(3) 蜘蛛�⼈
(4) 《⼀個�仔去緬甸》



第二十九屆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
截至2021年7月31日

周年大會 ‧ 社工講座 

【�繫】工作小組【�繫】工作小組【�繫】工作小組
   李幼儀老師李幼儀老師李幼儀老師
   何慧�老師何慧�老師何慧�老師

「家長也敬師」活動 ‧ 頒發東區家長聯會義工感謝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