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號    粉嶺公立學校  家長教師會  出版 

               地址：香港新界粉嶺村 651 號   電話： 26702297     傳真： 2668 5371     網址： http://www.flp.edu.hk 

6A 梁明瀚家長 主席馬婉敏女士 

    光陰荏苒，我加入家教會已五個年頭了，兒子今年亦已是

六年級了。回想起當初加入家教會當義工，是想了解孩子在學校的學習情

況；多能與學校溝通，進一步知道學生在學校的生活情況。久而久之，我

便認識了一羣家長義工，大家共同商量、策劃、合作，協助校方推行活

動。漸漸地，大家建立起友誼，成為同路人。我衷心感謝每位家長義工對

孩子的無私奉獻，為學校的發展出心出力。 

    學年結束，本人將卸任主席一職，新一屆家教會就要交棒給各位家長了。這

些年，我深深體會到：透過參與家長義工活動，讓我有機會發揮自己的潛能，愈

做愈能找到自己的恩賜。鼓勵各位家長都踴躍參與本會的義工服務，讓自己有機

會發揮自己的恩賜，我相信你們必定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最後，本校的特色是「發掘孩子的亮點」(Let’s Shine)，就讓每位家長也

跟孩子一樣 Let’s Shine 吧！ 

吳蘭妹女士 
（副主席）6A 吳悅欣 家長 

第十屆家長教師會 

馬婉敏女士 

(主席)6A 梁明瀚 家長 

杜潔瑩女士  
（文書）    

3C 何舒蕎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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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2018-2020 年度家長教師會 
執行委員會架構圖 



2 

 

2019年家長教師會 周年大
會已於 10月 19日舉行。 

「如何追貼子女的成長步伐」家長講座 主席馬婉敏女士  報告會務 

余美賢校長與各位家長教師會委員合照留念 

第十屆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合照 

財務 楊詩婉女士  報告財務 

家長常委感言 

 5C林心怡家長 財務委員楊詩婉女士    

   我很慶幸自己擔任了兩屆的家教會委員，讓我認識了

一班為了學校和學生而盡心盡力的老師和家長們。在會議

及活動當中，使我和很多家長熟絡，在與他們閒談之餘，

發覺他們亦有幽默的一面，也感受到學校辦學的熱誠，這

實在是我的榮幸。這幾年來的合作畫面，將在我心中留下

快樂美好的回憶。我衷心希望能有更多家長加入我們，來

分享這些美好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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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C何紓蕎家長 文書委員杜潔瑩女士 

踏入本屆家教會任期的第二年，回顧一下，

我的心裏盡是感動和感激。 

感動的，是看到家教會工作計劃中多元化的

精彩項目獲一一實踐及推行，如周年大會、義工

活動、家長講座、親子旅行、會訊、球類比賽、

畢業聚餐等。活動得家長和學生踴躍參與，給校

園添上多元色彩，更加強了家校及親子聯繫。這

都有賴校方在背後用心策劃。校方除用心地籌劃

活動並為每次家教會會議作好準備外，在會議上還細心聆聽家長委員表達或協助其他家長轉達的

意見，真誠商討。記得有一次，因應我們在會上提出的某一建議，校長在會後即時帶領我們進行

實地視察，並詳細講解當中涉及的事宜，印象深刻。 

感激的，是沿路一直陪伴同行、相互提點的老師和家長委員。除更認識學校外，我還有幸認

識了幾位家長摯友，難能可貴。如上文提及，我十分感激各教師委員，在百忙的教學工作中為家

教會會議及活動不辭勞苦地做好各項準備，如會議文件、活動計劃、報價和標書等，讓我們作為

家長委員能輕鬆地履行職務。 

3C蘇家俊家長  活動委員溫艷女士 

    大家好，我很榮幸能加入粉嶺公立學校家教會成為第十屆執委會

委員之一。在不知不覺間，又快要接近任期完結。回顧過去兩年參與

家教會的會務，深感粉公全體教職人員對教學的熱誠和對孩子的愛

心，實在令身為家長的我最為感動！另外，還要感謝一群充滿熱誠並

無私付出的家長義工們！有了你們的積極參與，才能令學校的各項活

動得以順利進行。 

    我十分感謝學校給予的機會，讓我能經常參與家教會會議及家長

義工活動，令我過得很充實。在協助學校安排活動當中，我深深體會

到家校合作的重要性。透過參與這些活動，不但能促進家長與學校之

間的溝通，也能有效地令每一個孩子在一個優質的學習環境下健康地

成長，讓他們都各自擁有不同的步伐和空間。 

每一年，我們家教會都會舉辦各種不同類型的活動，目的是促進親子關係和家校合作，以配

合學校的發展。所以，家長們的支持和鼓勵是我們工作的動力，我們樂於聆聽家長的心聲，希望更

多新加入粉公大家庭的家長能多表達意見，積極參與新一屆的家教會選舉，讓家校攜手共同創造一

個優質的校園環境，為粉公的孩子們締造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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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吳悅欣家長 副主席吳蘭妹女士 

大家好！我是 6A班吳悅欣媽咪！ 

我很榮幸能成為家教會委員之一，轉眼間，兩年的

任期快要完結了。回顧過去參與家教會的會務工

作，令我深深感受到粉公全體教職人員對教學的熱

誠和對孩子的愛心，實在令我感動! 

    另外，我還要衷心感謝為學校出心出力並無私

付出的家長義工們!有了你們的積極參與，老師們

就有更多的時間用在教學方面！學校的各項活動也能夠如期進行！我亦都相信，只要家校

合作、溝通！粉公的孩子是最棒的！未來是無限的！ 

3C余顥櫻家長 聯絡委員梁梓文女士   

    我是 3C 班余顥櫻家長，很開心與大家分享我的感言啦！ 

    家校合作讓我體會到學校老師們的友愛，學校的老師們都

很有耐心，也很願意身體力行地因材施教，對於資質比較好的

學生，會想教他們更多，要求也多一點，對於一般的或者是比

較頑皮的孩子，也會有相應的教育方法，並不會因為哪個學生

比較差，而有所忽略，務求每位學生也有得著，真的比一般學

校的老師做多很多，很感謝學校的教育團隊！ 感謝教師們對

來自不同家庭的小孩，以同等的愛去教導他們，學生於各樣活動學習到新事物，增加學習興趣。希

望顥櫻與各位師兄師姐師弟同學們給粉公學校更多驚喜美好未來！ 

家長常委感言 

6E 班劉熠娜家長 鄒春花 

   小學六年來，收穫了許多，

有老師的諄諄教誨，有同學的熱

情幫助。 
    回顧娜娜小學這六年來的

點點滴滴，我的內心是溫暖的，

是感激的。因娜娜是跨境生，當

初選擇學校是非常有局限性的。

在學校開放日，我們帶娜娜參觀了粉公後，再對
學校進行了一些了解，一家人都喜歡上了這間

學校。填報志願後，非常幸運，娜娜成功入讀了

粉公。 
    事實證明，我們的選擇是對的，她非常喜歡

這所學校。她是個好動的女孩子，學校的各種活

動都想報名參加。她參與合唱團一直堅持到六

年級，還參加了視覺藝術、手球等許多其他的活

動。在這六年裏，通過老師的教導

和同學的幫助，娜娜養成了許多

的好習慣，慢慢變成了一個獨立、
懂事、善良的孩子。要是學習成績

再提高一點，就更完美了。 

    粉公的老師也是讓我最為感
動的，每次去學校都能見到他們

可親的笑容和熱情的問候。特別

是這次香港發生了一些特殊的事情，學校為了

學生的安全，每天都有老師包括校長在學校周

邊的路口接送學生回校、離校，相當負責。感
謝所有老師對同學無私的付出，無私的愛。 

娜娜快要畢業了，希望通過努力能夠報讀

心儀的中學。感謝粉嶺公立學校這個溫暖的
家，伴她走過溫暖而又充實的小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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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華語學生教育支援  

Education Support teacher’s for Non-Chinese 
Speaking(NCS) Students 

Miss Sienna Wong (黃希桐) and Miss Moon Li (李飛雪) are the NCS 

support teachers in our school. We provide additional support for 

NCS students to facilitate their learning of Chinese: leading 

intensive Chinese learning and teaching lessons, for example pull-

out learning classes, split-class/group learning, etc.; and 

organizing cultural integration activities. In order to help P1-3 

NCS students to master Chinese Language in class, adapted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materials are prepared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Framework" (EDB). In addition, after-school consolidation is 

provided. Outside the classrooms, our school also offers 

diversified learning activities to NCS students of all levels to 

solve their problems in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consolidate 

their knowledge in Chinese Language. 

家長教師心聲 

6E 班羅承珏家長 

余利華 

    時間飛逝，眨下眼承
珏就六年級了，馬上就要
小學畢業，心裏真是有太
多的不捨。 
    回想當初緣份帶她走
進了粉公這個既舒適溫
暖，又充滿愛的大家庭。
記得我們第一次來到學校
面試後，我倆在寬敞舒適
的校園裏轉了一圈又一

圈，總是捨不得離開。那天令人印像最深刻的
是女兒在走廊上邊走邊跳時，遇見和藹可親的
老師對承珏說：「你好活潑可愛呀！希望你能
成為粉公學校的學生。」慶幸的是如願所償，
女兒成為粉公的一份子。 
    活潑好動的她在每位充滿愛心、富有耐性
的老師誨誨教導下快樂地學習和成長。 
    除了學習，學校還為學生們提供多元化的
課外活動，發掘孩子的亮點。記得囡囡讀二年
級時正在校外學習中國舞，對跳舞富興趣的她

看到學校開辦拉丁舞興趣班
也嚷着嘗試。當時我也沒多
想，反正覺得都是一種舞
蹈，就讓她參加吧！經歷了
一次又一次的訓練，我才明
白原來拉丁舞屬於體育舞
蹈，相比中國舞活躍得多，
正正對於活潑好動的她來說
合適不過，訓練的日子久了，她也越來越喜
歡，不管中午的太陽有多曬；冬天的寒風有多
冷；下雨天時的雨有多大，都阻擋不了她去上
課的腳步和決心，作為家長的我只好默默陪伴
着她。看着她愈跳愈享受的樣子，我確實感恩
她能找到自己的興趣。 
    經過大大小小不同的表演和比賽，努力不
懈的練習，她終於在 2018年底挑戰成功了國
標舞十項（拉丁舞五項、標準舞五項），成為
2019年香港代表隊隊員。感恩學校一次又一次
給予表演的機會，從起初害羞地走上舞台，直
到現在既大方又充滿自信地佇立在舞台之上，
當中少不了粉公每位老師的支持和鼓勵，使她
在這興趣點上發光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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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Ilyas  Parents: Sana Ilyas 

 
Starting primary school should be happy time in a 
student’s life. 
I came to know about Fanling Public School few 
months ago when I was searching a primary school for 
my daughter Anaya. 
But I got to know closely when she got admission and 
started her Primary School life. 
No doubt it’s a challenging period for students and 
parents as well to come to primary from kindergarden. 
At the beginning it was difficult for her to adjust but 
with the support of her Class teachers Miss Cheung, 
Mr.Kwong and School social worker Miss Yip, she 

adjusted herself. 
Thanks to Miss Chan for always 
being so polite and friendly.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humble and supportive behavior of 
school teachers and staff. 
Arranging special extra Chinese classes for non-Chinese 
students is also praiseworthy. 
Other hand environment, discipline, students safety and 
teaching materials are also good. 
Credit goes to principle for managing very well and really 
appreciate the effort of school teachers and staff. 
I am highly satisfied and definitely recommend this school. 

6E 班郭俊銘家長 周建平 

俊銘小二上學期開始在學校學習拉丁舞，

不久已經代表學校比賽，此比賽改變了俊銘的

小學生涯。 

    俊銘小一的時候，成績平平，信心不大。

但自從學習拉丁舞及代表

學校比賽後，俊銘站在舞
台上判若兩人，每次他穿

起舞衣，所有自信心立即

回來，在台上閃閃發亮。  

記得，當年余校長接見俊

銘，問他的志願，他回答
說是成為拉丁舞老師，余

校長鼓勵他努力。此話成

了俊銘的推動力，從此，

他努力練習，不斷代表學
校及香港參加大大小小的

舞蹈比賽，於比賽中脫穎而出，並以第一名考

入港隊，為港爭光。 

另外，我也很感恩童軍老師在俊銘的小學生涯
最後一年，選了他作升旗手。當天他一早起

來，穿上整齊的制服，回校準備，可見他非常

重視此服務。 

    自小，俊銘成績平平，粉公校長及老師不

但沒有放棄他，更發掘他的興趣及專長，讓他

的小學生涯多姿多彩。 

家長教師心聲 



7 

 

活動花絮 

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 
24-11-2018家長教師會親子旅行  迪欣湖和大澳水鄉一天遊 

蘇志聰 老師 

大家好! 我是蘇 SIR，為今年新入職的老師，工作

主要協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過去四年曾以學生

輔導主任身份跟進學生輔導需要的我，看到學生在各

範疇均會遇到不同的困難。為了給學生更適切及有效

的幫助，因此決定自我增值，報讀與特殊教育相關的

課程。今年 5月本人完成為期三年的進修，並有幸成

為本校老師的一份子，繼續從學生的學習需要提供協

助。 

作為基督徒，盼望我能用神對我們的愛來教導學
生，讓學生在愛中成長和建立正面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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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畢業聚餐 

家長義工茶聚暨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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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義工聖誕聯歡活動 

「讀默寫」家長訓練 

蘇志聰老師主講 

親子賣旗 

家長教師會會議 

家長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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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爸媽 

故事爸媽逢星期五下午課外活動時段進行，由家長向低小學生講故事。 

故事爸媽家長義工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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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家長義工，感謝各位家長抽空到圖書館服務，協助包裝新書。 

故事爸媽及 

圖書館義工心聲 

家長義工是學校重要的伙伴，他們為學校的發展出心出力，並作出很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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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財政報告 

2019-2020年度家長教師會活動 

日期 內容 

9月 小一迎新日向家長介紹家長教師會、 

派發徵收家長教師會會費通告 

9月上旬 招募家長義工 

9月下旬 家長培訓 (圖書館義工、故事爸媽)、

(家長義工讀默寫) 

10月至 

5月 

家長午膳試餐會 

11月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家長講座 

10/2019至 6/2020 家長義工講故事 

舉行親子閱讀講座 

11/2019至 5/2020 親子旅行 

2019年 

12月上旬 

出版會訊 

2020年 

1月上旬 

親子賣旗 

家長義工聯歡會 

12/2019至 5/2020 聯校活動 

1-2月/2020 聯校手球比賽 

2月/2020 新春家長教師足球友誼賽 

3月中旬 烹飪班 

4月中旬 水果日 

5月中旬 家長教師會委員選舉 

家長校董選舉 

6月中旬 家長義工頒獎禮暨茶聚 

6月至 7月 舊書、舊校服回收及領取 

9/2019至 7/2020 共進行三次會議 

2018-2019 學校特定用途收費結算 

活動預告 

http://www.flp.edu.hk 

家長教師會網頁及通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