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B 盧樹禧 3A 盧敏晴 鄧燕紅女士

家長心聲

我透過午膳姨姨、故事姨姨和外出帶隊活動，女兒透過小女童軍
外出探訪長者義工、讓我們學懂了要對身邊有需要的人多加關心和愛
護。透過這些活動，我和女兒也建立了正面積極的價值觀，施比受更
為有福，社會上各階層人仕都應有樂於助人的美德。
其中最難忘和獲益良多的活動是擔任午膳姨姨的一職，我為一二
年級的同學添飯，並在飯堂當值，看看同學們在午膳時有沒有特別需
要。此外，一二年級同學較為年幼，我也教導了他們正確收拾餐具的
概念，讓他們學會整潔、健康地成長、愛和關懷每個同學。

2D 沈嘉晴 3D 沈嘉雯 葉麗群女士
我是沈嘉雯和沈嘉晴家長，不經不覺我已加入彩雲聖若瑟小學家
長義工兩年了，兩年的家長義工經歷中，我參與了看管午膳，講故事，
量體溫，付出少許，獲益良多，最開心可以和同學們互動，加深對學
校的了解，同時也增進了親子關係，每次活動都有不同的得着，看着
校長、老師、校工、家長們無私的奉獻，心中十分感動。

4A 張雅文 李襯雲女士
我加入彩雲聖若瑟小學擔任義工服務已經九年了，初時只是擔任
班代表和活動外出義工，後來想投入更多時間做義工，所以加入家長
教師會擔任幹事一職，已經連續三屆家長教師會，今屆有幸擔任家長
教師會主席一職，責任比平時的義工工作大了，除了要安排義工當值，
還要籌劃活動的物資、義工配對安排等事情。
我每天早上為學生量度體溫，看見學生們精神奕奕，叫聲「姨姨
早晨 !」就覺得開心。中午會擔當午膳義工，由於過去幾年一直都做午
膳義工，對于同學們的飲食習慣好清楚，例如有部分同學有食物過敏
症，對某些食物不可以食用，我都會提醒同學要避免吃該種食物，有
些同學好少進食蔬菜，我會經常鼓勵同學多吃蔬菜。每天在學校時間
多，亦可以了解女兒的學校生活，跟老師溝通都多了。我和女兒雅文
經常一起做義工，我們會參加探訪獨居長者活動，了解長者面對的困
難，再想辦法幫忙解決。今年我們還跟其他義工一起製造拍打棒，在
探訪長者時送給他們，教他們正確的拍打方法，讓他們不出門都可以
强身健體。透過每次一起做義工，我們的親子關係更親密，雅文更懂
得珍惜和照顧別人。另外，我亦會幫獨居長者清潔家居，讓他們有個
乾淨舒服的環境。透過做義工讓我覺得每天的時間都過得好充實，又
可以認識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們，這是寶貴的經驗。

彩雲聖若瑟小學

2A 陳肇熙 潘嘉雯女士

家長教師會會訊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我的兒子在本校就讀已經第二年，而我亦幸運
地做了兩年義工，加入了家長教師會義工團隊，令我感受良多。
我們家長義工不單可以分擔老師的工作，還可以跟學校起了一個互動
作用，本人擔任每天早上量體溫，午膳姨姨、故事姨姨和學校外出義工工
作，因為在校工作時間多了，家長和老師溝通多了，對校內情況更了解。
我和老師接觸多了，清楚了解兒子在校的學習情形，明白兒子的學習困
難，能夠對症下藥，與老師互相合作，幫助兒子進步， 所以感受獲益良多。
另外，我認識了不同年級的家長們，不單做了朋友，大家更互相幫忙，就
像一個大家庭，互助互學。
最後，我鼓勵未曾參與義工的家長們，能夠在百忙中抽空參與我們的
義工工作，大家做一個有責任的義工家長，給我們的兒女一個好榜樣，還
能給學校一些貢獻。

3A 馮梓濬 4A 馮穎嵐 何月雯女士
四年的義工家長經歷中，最開心可以和同學們互動，又加深了對學校
的了解，而每次活動都有不同的得着，看着老師校工家長們無私的奉獻，
心中十分感動。最寶貴是能和女兒有很多學校話題，增進了親子關係，成
為最大的動力。對我而言，家教會並不只是一個家長和教師溝通而成立的
團體，同時也是讓人從中學習，讓人發揮的平台。我這兩年有幸能參與其
中，實有賴大家的支持，期望在往後和各位教師、幹事、家長的合作中，
得到的不只是默契，也有友誼。透過家教會，集結教師和家長的力量，為
孩子們建立一個良好讀書和成長的環境，從而發展他們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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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本校本年度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主題「生命」，家長教師會於 12 月 21 日 ( 星期六 )
舉行「親子活動日」。透過多姿多采、有趣的親子活動，向全體家長及師生傳揚天主教信仰
中對生命的熱愛，促進家庭團結共融，加深親子感情，共享天倫之樂，度過愉快的一天。活
動內容包括 : 親子競技比賽、彩雲知多少、大型吹氣彈床、親子 STEM 活動、親子拍照攤位
及社福機構攤位遊戲等。

親子鬥一番 ( 親子競技比賽 )
透過親子一同參與緊張有趣的競技比賽，讓家長與學生以同一目的投
入專注一件事，令他們進入了一種全神貫注、不受打擾的投入狀態，我們
把它看成一種近似正向投入感的「心流」狀態，活動過後亦能幫助提升家
庭的幸福感。

智取彩 雲城 ( 彩雲知多少 )
家長與學生運用智力解決「彩雲城」各項挑戰，包括利用 Kahoot 回
答有關的學校的有趣冷知識、疊杯挑戰等，使他們能在快樂的遊戲活動
中，增進親子感情，促進親子間的交流。

4A 陳天澄 陳艷霞女士
學校每年都舉辦大大小小不同的義工活動，例如賣旗，探訪居家老
人，各種攤位遊戲等等。每次我和女兒一起參加做義工都有不同的感受，
亦從中有不同的體驗，我亦希望女兒從做義工中得到快樂或者得着。例如
賣旗，我和女兒可以學習向不同的陌生人開口說話，從中訓練我們的膽量
和交際能力，從而增加我們的自信心。另外，探訪老人時，我們從不同老
人口中得知他們的過往，雖然老人家都是嘮嘮叨叨的，但我們也可以從他
們的經驗中吸取知識或者一些我們從未聽過或見過的事。其實做義工是要
親身體驗才會感受到箇中的快樂，大家才可以有自己的感受，這種的快樂
或感受並不是可以用說話來形容，真的要自己親身去做才能體會。其實做
義工並不是我們去幫人，而是大家互相幫助或者是分享大家的經歷。我從
不認為做義工是我們去幫助他人，而是覺得大家是互相幫助與成長。

親子S T E M 樂
小朋友也能當電腦程式員？ 當然可以。學生學習利用 Gigo 與家長
一同合作也能設計及製作簡單的機械。當父母看到他們的子女認真想着
如何解決眼前的難題時，父母會以怎樣的角色去處理呢？就讓我們提供
機會給父母和孩子共同遊戲與學習的條件，以促進家長與孩子之間的關
係，你看他們有多投入呢！

充氣城堡挑戰 ( 大型吹氣 彈床 )
當學生一看到這個大型吹氣城堡時，都會跟父母說：「爸爸、媽媽，
我要玩這個！」，甚至更會聽到「爸爸、媽媽，我要多玩一次！」可見
彈床對小朋友有着極大的吸引力。學生在完成挑戰後，總會帶着滿足笑
容跑到父母的身邊抱他們一下，他們之間的親密的關係又進一步了。

5A 張煒婷 3D 張天恒 陳泳湄女士
6D 郭妍蕊 周云明女士
轉眼間孫女就要小學畢業了，我的義工活動亦隨之告一段落。回
顧當年參加學校多項義工活動中，令我感受許多。義工活動中有賣
旗、有跟學生到校外參觀、更多的是午膳義工。
記得第一次參加賣旗活動，孫女膽小而我也不會說廣東話，站在
街上不知所措，這時有一位婆婆主動走過來把一枚硬幣投在孫女的旗
袋裏，並鼓勵我們要大聲主動的和過路的人打招呼，一聲聲「早晨」、
「請你買支旗呀 !」中體會到人們的熱情，圓滿完成賣旗活動。
校外參觀就像一次小旅行，跟隨老師學到許多知識，和師生相處
也很融洽。如在一次參觀中知道無花果的花是長在果子裏面的，知道
地球以外有許多的星球，它們距離地球也很遙遠，有待學生們探索知
識。
我經常協助午膳義工服務，學校的午餐豐富多樣，午餐是一天中
主食，同學們在午餐時都會有秩序地排隊取餐，坐在各自的位置上，
有的同學狼吞虎嚥、有的細嚼慢嚥、有的邊吃邊玩，各種神態都有，
看到他們安靜地吃飯，真的好可愛！
在義工活動中我感受到學校老師們的熱情支持，感謝學校老師
們！感謝孩子們！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女兒在本校就讀了五年，兒子也讀三年級。而
我參加了四年多義工服務。還擔任家教會幹事司庫一職！從女兒讀書開
始，我只參加午膳義工，之後再有機去圖書館和課室講故事，看到小朋友
開心的學習過程，並體會到家長和小朋友一起講故事的樂趣。兒女們都喜
歡在學校看見媽媽，我還經常聽到同學們叫我張天恒媽媽呀 ! 其實家長義
工不單可分擔老師們的工作，還可以和學校一起培育孩子成長。

正向齊齊玩 ( 社福機構攤位遊戲 )
我們邀請了聖雅各福群會的一群社工到
校，為學生安排了不同類型的認識正向價值
的活動，鼓勵學生「挑戰」不同項目，讓他
們知道「我很怕失敗」，但原來「我亦能做
到」；過程令學生明白「成長型思維」對自
己的生活與學習能帶來正面的影響。

因為在校時間多了，與老師溝通更多，更了解校內情況。我和老師接
觸多了，清楚了解子女在校的學習情形，明白小朋友的學習問題，能夠對
症下藥，與老師互相合作，幫助子女進步。我還認識了很多家長，不單做
了朋友，大家還互相幫忙看管孩子，就像一個大家庭。各位家長能夠在百
忙中抽空參與家教會義工服務，不但是有責任的家長，還給兒女一個好榜
樣，更能給學校一些貢獻。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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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燕芬校長
李襯雲女士、衛智立副校長、何美筠老師
黃沛林女士、陳泳湄女士、何月雯女士、
陳艷霞女士、葉麗群女士、潘嘉雯女士、鄧燕紅女士
李俊業主任、李舜筠老師、廖君麗老師、蔡慧貞老師

拍 拍 喜樂 照
家庭照也能拍得有趣？學校安排了
數十件小道具讓家長與子女一同合照，
拍出笑逐顏開的家庭照。他們更能即時
取回相片，帶走家庭喜樂的片段！

家 長 講 座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為各位家長舉辦了四次家長講座。包括「吾家有子 ( 女 ) 初成長」、「望子成‘ ？ ’」、「天賦角色難自棄」和「和

義工 服 務

子女有個 ‘ 藥 ’會」。現在我們一起重溫部分片段。
家長義工們常
常笑稱「彩雲」是他們第二
個家，由早到晚都不願離開。早上協
助量度體溫、午膳姨姨、協助小一新生
適應。另外，特別活動義工 : 故事姨
姨、學校旅行、學科日攤位活動、
陪同外出活動、佈置課室、佈置遊戲
日場地、協助製作壁佈等等。孩子能夠
愉快學習，實有賴家校合作，現在我
們一起重遊部分歡樂的
時光。

為協助家長進一步了解子女青春
期的身、心變化，家長教師會為各位
家長於 2019 年 10 月 10 日舉行「吾
家有子 ( 女 ) 初成長」講座，幫助家
長了解子女成長階段的行為發展青春
期的身、心變化及行為表現、子女的
心理需要與行為的關係、了解及處理
子女的行為問題。

於 2019 年 11 月 28 日，家長教
師會為各位家長安排「天賦角色難自
棄」講座，介紹 「沙維亞」家庭治療
理論的各種溝通模式，探討合適的溝
通技巧，並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認
識情緒、學習有效疏導及處理子女的
情緒方法。

另外，家長教師會為幫助家長了解子女的需要及探討自己的期望對他
們的影響，於 2019 年 11 月 12 日安排「望子成｀ ？ ´」講座。內容包括︰
父母自我的期望如何影響對子女的期望、父母的成長經歷如何影響今日的
管教模式、預防子女出現沈溺行為（例如：手機使用和網上遊戲）和認識
網上的風險。

協助佈置遊戲日場地

協助製作畢業禮拍照背景及壁佈

衷心感謝各位家長踴躍參與本年度的講座。歡迎各位提出你們感興趣的主題，家長教師會樂意收集大家的意見，期望來年可以為各位安排更適切的講
座，讓大家參與！

家長興趣班

製作中式包
故事姨姨於興趣小組擔任導師

製作大福

義工陪同參觀牛池灣公共圖書館

吊飾班

故事姨姨於活學好輕 ZONE 時段分享閱讀樂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