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教師會通訊

第十五期

主席：原綺雯女士（6A 曾文靖、2A 曾學賢家長）

有幸為家長教師會服務了三年了，感謝主恩！
本人承蒙大家的信任、支持和厚愛，成為本學
年的主席，在此深表感謝！
時光飛逝！本學期快要結束，在任期間，參與
學校的多項工作，真是獲益良多！
學校是小朋友成長的重要地方，本人多年來見
證着基樂的校長、老師及職員對學生付出的愛

心，以及盡心盡責地教導他們，使學生能擁有
一個愉快、舒適的學習環境，絕對功不可沒！
更值得欣賞是基樂的學生都擁有良好的品格，
大家互愛互助，為著自己的未來而不斷努力學
習，這都是全賴學校和家長的努力教導。
最後，希望更多家長能夠明白家校合作對小朋
友的重要性！謝謝！

副主席：劉佩雯女士
（3A 吳希汶家長）

文書：楊曉玲女士
（1B 李恩彤家長）

透過家長教師會讓我結識了一
班志同道合的家長，大家分工
合作完成家長教師會的事務，
這種成功感確實是人生中的無
價寶。
在此衷心感謝校長及各位老
師！你們的付出，令到孩子
及家長對學校更多添一份歸
屬感，讓我們更喜愛這個校園！
為家長教師會服務已經有三個年頭了，非常感
謝大家的支持，希望下學年也能繼續為大家
服務！

首先感謝學校和家長的信任能
當選家教會委員。
在這一年中，讓我認識學校的
教學宗旨和成立家教會的作
用，希望通過家長的參與和配
合，讓小朋友能快樂地學習和
成長。同時，我也因參加學校
的各種活動中而學習到很多
東西，感謝在家教會過去一年的成長！
祝各位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聯絡及宣傳：李敏儀女士
（2D邱潁雯家長）

司庫：鍾靜女士
（6A 李澤浩家長）

參加了兩年的家教會，感受到
家教會各委員互相幫助和關
顧，關係融洽，委員之間多了
一份友誼。家長執委也多了決
策及策劃的主導。希望家教會
的友誼可擴展至所有家長，使
家長們能互相關顧的關係，並
能與學校增加溝通和了解。

大家好！很感恩能成為家長教
師會執委。六年來，由於本人
工作緣故，感謝各老師的幫助
與理解，才能在校得以兼顧家
教會職務。能與老師及同學們
互動學習與溝通，這快樂的時
光使我非常的感恩和難忘。希
望家教會能越辦越好，亦希望
家長們繼續踴躍參與，一如既往的支持家教
會日常工作，謝謝大家！

總務：黃麗女士
（2A 盧子聰家長）

在過去一年，我參加了家教會
並成為其中一員。家教會這平
台是為家長、學生和學校而建
立的。透過家長講座、服務
和親子活動使學生能愉快地學
習和成長。多謝學校能給我機
會，讓我增加對學校的了解，
使我能學習成為孩子的好榜
樣。謝謝!

康樂及教育：郭素珊女士
（2C 韓昕澄家長）

很高興能夠加入本年度的家
長教師會，並成為其中一位
執委，令我與學校拉近了距
離，期望下一學年再能繼續
為大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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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
聖公會基樂小學家長教師會
全年活動簡介
日期
07/10/2016
12/10/2016
12/11/2016
15/11/2016
18/11/2016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名單
主 席： 原綺雯女士
副 主 席： 劉佩雯女士、李慕琼副校長
文 書： 楊曉玲女士、何炘明主任
司 庫： 鍾靜女士、蔡佩芝主任
康樂及教育： 郭素珊女士、何艷明姑娘
聯絡及宣傳： 李敏儀女士、葉美娟主任
總 務： 黃麗女士、王俊賢主任、
劉愛萍主任

03/12/2016
10/01/201721/02/2017
22/01/2017
15/02/201708/03/2017
04/03/2017
11/03/2017
25/03/2017
16/05/201721/06/2017
20/05/2017

午膳供應商問卷調查報告及回應
董事經理 陳煒治
美利飲食有限公司
美利飲食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美利)在本次問卷
調查共收回593份問卷。

收回問卷當中，全部問題回覆非常滿意、
滿意或頗滿意持「正面意見」平均佔收回問卷
約89%或以上。美利再次感謝大家積極的回
應，讓美利的服務能夠精益求精。

01/06/2017
07/2017
07/2017

活動名稱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親子調解」講座
聖公宗小學「生命、心靈及價值教育」
計劃、「童心學感恩」家長講座
「兒童社交技巧訓練」家長講座
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
「兒童專注力及壓力的關聯與改善」
家長講座
「兒童社交情緒訓練」家長工作坊
親子大旅行
「搭通親子心」家長工作坊
「管教從欣賞開始」家長講座
「言語訓練」家長講座
親子賣旗
「繪本故事生命教育」家長小組
聖公宗小學「生命、心靈及價值教育」
計劃頒獎禮暨家庭祝福禮
「如何培養孩子良好價值觀」家長講座
「親子廚房」工作坊
出版家長教師會通訊

以下為根據有訂購午膳之學生問卷作出統計，敬請參閱：
飯的份量
菜的份量
餸的份量
粉麵的份量
飯、菜、肉比例 (3：2：1)
味道及汁料的濃淡
整體飯餸的熱度
衛生
免費添加飯、餸菜服務(494人)
(有使用添加飯餸服務者適用)
員工服務態度
整體滿意度

非常滿意
46.04%
47.22%
49.58%
44.35%
51.10%
46.71%
51.26%
53.12%

滿意
36.09%
31.37%
30.02%
28.33%
29.17%
31.70%
28.50%
29.51%

頗滿意
12.64%
12.48%
14.67%
16.52%
13.32%
13.66%
14.67%
12.14%

不滿意
2.70%
5.73%
3.54%
6.75%
3.37%
4.05%
2.70%
3.88%

非常不滿意
2.53%
3.20%
2.19%
4.05%
3.04%
3.88%
2.87%
1.35%

49.24%

20.57%

5.40%

1.52%

2.19%

64.25%
45.70%

26.31%
38.62%

7.92%
12.14%

1.01%
2.36%

0.51%
1.18%

是次收回問卷中，部份同學希望可以新增: 雞翼、漢堡包、熱狗、薯條、薯餅、雪糕、甜品、果汁、燒
賣、魚蛋、腸仔及壽司等餐款，由於現時的餐款需按照衛生署《學生午膳營養指引》(最新修訂版)設計，
以上食品在製作餐盒時會列為紅色及黃色食品，而按照衛生署的要求，紅色食物被列為強烈不鼓勵供應的
食物，所有午膳款式不應提供此類食品，而黃色食品不可在一星期出多於兩次。因此，美利將盡力在不抵
觸指引下，盡量滿足同學的要求。
（午膳食品分類網址︰http://school.eatsmart.gov.hk/files/pdf/lunch_Classification_tc.pdf)
最後，問卷中部份學生反映他們很喜愛蒸肉餅、蒸蛋、雞腿、魚柳、甜咖哩燴牛肉、香蒜汁豬扒、燒
汁雞扒、白汁雞皇及小食餐款。我們非常高興學生對美利之讚賞，期望日後增加更具吸引之餐款予學生
選擇。
美利再次感謝校方及各同學積極的回覆，讓美利的服務能夠精益求精。如有任何問題或查詢，歡迎隨
時致電美利飲食有限公司聯絡了解。

親 子 大 旅行
本年度親子大旅行於2017年1月22日(星期日)舉行。
當天，大家首先到大埔海濱公園遊覽，同時參觀國際
昆蟲館，並於錦田鄉村俱樂部燒烤。當天有三百名家
長和學生參加。透過親子旅行，除可加強學校與家長
間的聯繫外，還可促進家長與子女間的感情。

「繪 故 事 生 命 教
本
育」家長小組
兒 情 計 劃 親 子 活動日
為支援受焦慮情緒困擾的學童及其家
庭，本校於2017年2月25日(星期六)
與醫院管理局合作舉行「兒情計劃親子
活動日」，讓學生及家長認識焦慮情緒
及支援方法，從而盡早脫離情緒困擾，
預防問題惡化，重投正常的學習、社交
及家庭生活，踏上健康成長路。

2017年5月至6月期間，本校與香港聖
公會福利協會合辦「繪本故事生命教
育」家長小組。透過連續性小組活
動，指導家長如何透過繪本故
事書，指導孩子閱讀繪本故事
的技巧，從而幫助孩子認識
個人的獨特性、建立積極價
值觀、培養孩子美好人格特
質及尊重生命的情操。

「親子調解」家長講座
日期 ： 2016年10月12日(星期三)
協辦機構 ： 恩賢教育中心
內容 ： 1. 如何透過調解連結關係
2. 有效建立以愛為核心的解決衝突技巧

「管教從欣賞開始」家長講座

「兒童社交技巧訓練」家長講座
日期 ： 2016年11月15日(星期二)
協辦機構 ： 協康會
內容 ： 1. 讓家長學習培訓孩子合宜的社交技巧
2. 孩子出現社交障礙時的處理方法

日期 ： 2017年3月4日(星期六)
協辦機構 ：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家庭健康促進中心
內容 ： 1. 重新認識讚賞的重要
2. 建立對孩子欣賞的態度
3. 教授平日生活中讚賞的技巧
4. 如何透過多欣賞孩子以改善親子關係

「兒童專注力及壓力的關聯與改善」家長講座
日期 ： 2016年12月3日(星期六)
協辦機構 ： 香港心理輔導網絡
內容 ： 1. 孩子的【情緒】發生了甚麼事
2. 為何孩子總是【分心】
3. 共同進退的【情緒】與【專注力】

「言語訓練」家長講座
日期 ： 2017年3月11日 (星期六)
協辦機構 ： 一言言語治療中心
內容 ： 1. 幫助家長訓練和提升子女的語言能力
2. 如何透過遊戲增強詞彙

「繪本故事生命教育」家長小組
日期 ： 2017年5月16日(星期二)，5月24日(星期三)，
5月31日(星期三)及6月14日 (星期三)
協辦機構 ：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內容 ： 讓 家 長 學 習 指 導 孩 子 閱 讀 繪 本 故 事 的 技 巧 ，
從而幫助孩子認識個人的獨特性、建立積極價值觀、
培養孩子美好人格特質及尊重生命的情操。

「兒童社交情緒訓練」家長工作坊
日期 ： 2017年1月10日，1月24日，
2月14日及2月21日 (星期二)
協辦機構 ： 協康會
內容 ： 1. 讓家長學習培訓孩子合宜的社交技巧
2. 孩子出現社交障礙及情緒問題時的處理方法

「搭通親子心」家長工作坊
日期 ： 2017年2月15日，2月22日，
3月1日及3月8日 (星期三)
協辦機構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內容 ： 1. 讓家長了解個人性格及管教技巧的反思
2. 從兒童成長心理學了解家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3. 如何以「同理心」、「尊重」了解及接納孩子
4. 學習以「重新演繹」的輔導技巧正面回應孩子

「如何培養孩子良好價值觀」家長講座
日期 ： 2017年6月1日(星期四)
協辦機構 ： 樂苗坊
內容 ： 社會競爭越趨嚴重，父母較容易著重於培育子
女成才，而忽略了其他個性素質，包括同理心及積
極樂觀感。只要父母細心一點，多留意孩子這些表
現，並加以讚揚，往往可灌輸正確的價值觀給孩
子，他們會逐漸覺得這些素質是重要的。講者於講
座中與家長作更詳細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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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年華會家長義工
1B
2A
2A

李恩彤家長
盧子聰家長
曾學賢家長

2C
2D
3A

韓昕澄家長
邱潁雯家長
吳希汶家長

6A

李澤浩家長

講座及親子賣旗家長義工
1B
2A
3A

李恩彤家長
曾學賢家長
吳希汶家長

「故事姨姨」家長義工
1A
2C
3A

馬心穎家長
韓昕澄家長
胡凱竣家長

4A
4B
4D

張喬揮家長
黃卓謙家長
洪海恆家長

4D

林逸欣家長

運動會家長義工
1A
1B
1B
1C
1C
1C
1D
1D
1D
2A
2B

洪傳竣家長
何子聰家長
李恩彤家長
張靄琪家長
李思瀚家長
謝睿敏家長
李曉光家長
楊力嘉家長
洪瑋成家長
曾學賢家長
曾柏森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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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芯琪家長
陳美華家長
韓昕澄家長
潘心茹家長
蘇秀娜家長
吳希汶家長
陳澤權家長
陳進杰家長
譚綽瑤家長
張軒妍家長
潘淑欣家長

3D 徐羨渝家長
4A 莫湘宜家長
4C
吳楚傑家長
4C
劉嘉杰家長
4D 梁乘上家長
4D 郭俊圻家長
6A 李澤浩家長
6A 王子靖家長
6C
黎立弘家長
6D 夏欣琳家長
余子筠家長(畢業生)

九東遊戲比賽家長義工
2C 韓昕澄家長

3A

吳希汶家長

5A

林樂童家長

余子筠家長(畢業生)

「家．FUN」 一個鼓勵親子遊戲和活動的計劃
聖公會小學輔導服務處「家．FUN」計劃學生輔導主任 張綺茵姑娘
參與學生輔導工作多年，觀察到現時小學生的壓
力不輕，除了每天最少7小時的學校生活外，還需做
功課、補習、社交和參加興趣活動等，可能比上班一
族更忙。在強調競爭的社會氣氛下，許多家長為使孩
子「贏在起跑線」，小小年紀已追求琴棋書畫，文武
雙全。但在不斷追趕的同時，大家可有空間想一想，
究竟孩子真正需要的是甚麼？
著名遊戲治療大師Garry Landreth指出，
「鳥飛、魚游、兒童遊戲」，意思指像候鳥會飛，魚
兒能游一樣，遊戲是兒童的本能，是他們表達自己情
緒、想法和行動最自然的方法。另一位著名兒童心理
學家Dr. Alvin Rosenfeld亦指出，兒童之自由遊戲時
間不足會令他們容易患上抑鬱和焦慮，並影響其創意
及解難能力。兩位學者皆主張遊戲有助兒童正面的身
心發展，亦重申遊戲對兒童成長的重要性。
有見及此，我作為社工和兩名孩子的媽媽，
也極鼓勵孩子進行遊戲，學習與人相處、表達自己、
發揮創意。記得有一次，兩名孩子齊心搬運積木進入

房間，並用物品砌了圍欄，我好奇及渴望參與時，竟
被拒絕，指「這是小朋友廚房，大人不可進入，除非
得到我和弟弟的同意」。當刻我明白了，原來這是
他們不滿平日被禁止進入廚房的「報復」行動，希望
在這空間享有「特權」。我當然要配合劇情，我越嚷
著進入「兒童廚房」，他們就越設定條件，如跑步、
扮鬼臉等。我需過五關斬六將，才獲「批准」進入。
事後與孩子傾談，他們極渴望進入廚房幫忙做飯，對
大人之拒絕感不快。兒童透過想像及扮演的遊戲中，
發揮創意，且抒發他們心中的負面感受，並享有現實
生活中缺乏的「特權」，主導遊戲情節。因此，遊戲
不單為兒童帶來快樂，更是兒童成長和發展的重要
工具。
因此，我們推行「家．FUN」計劃，希望透過邀
請區內家庭參與活動，享受親子遊戲的樂趣，提升家
庭的歡樂氣氛，讓兒童能真正享受愉快的童年，擁有
健康的身心靈。

「家．FUN」計劃中，主要內容分為兩個部分：
1. 「自由玩」活動：在各區公園進行一系列的親子遊戲，盡情享受玩的樂趣。
2. 特定邀請活動：與不同學校合作，提供不同主題之親子工作坊，增添家庭之溝通互動。
有興趣參與活動之家長，可在網上自行報名，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morefamilyfun
或登入FACEBOOK搜尋

日期
7/7/2017
26/8/2017

morefamilyfun
按「讚」
新動態。

，更可定期瀏覽親子資訊及本計劃的最

23/9/2017
22/10/2017

時間
下午2:004:00
下午2:303:30
上午10:0011:00
下午2:303:30

內容
親子廚房

地點
聖公會
基德小學

親子遊戲

海心公園

親子繪本

聖公會聖提

分享

摩太小學
赤柱廣場

親子遊戲

(待定)

名額
約20個家庭
約20個家庭
約20個家庭
約20個家庭

收費
$20-$30
(按家庭計)
全免
$20-$30
(按家庭計)
全免

編輯小組：
顧問：黃文泰校監、藍志偉校長
委員：李慕琼副校長、何炘明主任、何艷明姑娘、蔡佩芝主任、葉美娟主任、王俊賢主任、劉愛萍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