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A文蕊林6A文蕊晞家長

義工 心 聲

呂劍敏女士

2A何頌稀及5A何芷穎家長

賴潔虹女士

大家好，我有兩位小朋友在彩雲聖若瑟小學讀

不經不覺在學校當上義工已經五年

書，大女今年畢業啦，細女是一年級生，不經不

多了，很榮幸一直能為學校出半分力，

覺擔任家長義工已經好幾年啦。近年，疫情肆虐令

也能認識了一班熱心的義工及幹事們。

到整個社會都一片愁雲慘霧，幸好有學校和家教會

家教會是學校與家長的橋樑，一直幫助

一直支援有需要的同學和家長，例如老師的陽光電

不少的家長，向校方反映不同的意見之

佘瑞枝女士

話。今年是家教會成立22週年，希望各位老師、家

餘，也付出他們寶貴的時間，協助學校

大家好，我是6B班黎嘉熹和2C班黎家昇

長可以繼續互相扶持互相合作，為我們彩雲聖若瑟

舉辦不同類型的講座及活動，以達至所

家長，不經不覺家教會今年已經踏入第二十二

小學創建一個更令學生有歸屬感、有愛心的校園！

有的活動能夠一一順利完成。希望家教

2C黎家昇6B黎嘉熹家長

會繼續堅持家校合作的精神，讓孩子能

年，而我自大女兒入學至今在家教會也無間斷
地服務了差不多十五年，算是老人家了，當中

3D 李承熹、6A 李亦朗家長

也有參與義工的工作，例如疫情前協助學校午
膳和學校的活動，現在是2C班的班代表。

在關愛中全人發展及健康成長。

林嘉淇女士

慶賀家教會成立22週年！家教會令我們

4A何采穎家長

家長與學校溝通得更好，辛苦每個家教會主

過去家教會每年都會適時的舉辦一些家長

席、副主席及幹事們，不辭勞苦，幫助所有活

興趣小班，例如：利是封燈籠、烹飪班、化粧

動順利進行，我也有幸參與其中。每次到校當

班和小手工班等等，低年班還有故事姨姨講故

義工，小兒都會感興趣，好奇地問這次工作做

事工作坊。未來希望家教會繼續多舉辦各類活

甚麼，是否在家教會室或有蓋操場工作之類，

動，讓家長可以多方面的增值自己。

真是有趣。期望疫情快些過去，可以如常舉行
各類活動，給每個小孩快快樂樂的校園生活！

5A盧宏峰家長

年有多，感恩孩子能在彩雲聖若瑟小學天主的懷抱中快
樂成長，除了有循循善誘的老師，待人親切的校工叔叔
和姨姨外，還有最值得感謝的就是家教會的義工了，他
們每天一早就到學校準備，風雨不改在門口迎接學生進
入學校，不時還開辦家長興趣班，有烹飪班，手工藝班
和手指畫班，參加者都滿載而歸，衷心感謝。
祝所有師生，職員身體健康、神采飛揚!

黃沛林女士

我起初為了能夠深入瞭解彩雲聖若瑟小學，在兒子升小二那
年，毅然加入家教會當幹事。期間也擔任替代家長校董，在這裏
要感謝法團校董會、校長、老師和各位家長們對我的信任，給予
我這個服務大家的平臺，在這四年時間對我的幫助和支持。
在任期間，我看到了孩子們在學校養成良好的學習和生活習
慣。正是老師們對孩子的無私奉獻和用心教導，使每個孩子都得
到全面發展和進步。在此我對老師們的辛勤教育衷心感謝。
家教會工作是為了讓學校和家長攜起手來，通過家教合作方

張華梅女士

大家好！時間眨眼就過，參加家長義工不經不覺十

4D陳肇熙家長

潘嘉雯女士

本年是我第四年加入家教會這個大家庭，回顧過去參與家教會的會務，深深感受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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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感激！
去年由於疫情關係，家教會很多活動也不能如期進行，真的十分可惜！現在疫
情稍為緩和，家教會也急不及待舉辦穿珠家長興趣班， 讓家長在學校做了全面消毒
下，可以安心參與！
願待春暖花開，一起摘下口罩，再次在活動上跟大家見面，迎接美好的明天！

式，達到「共同教育」的目的。積極配合學校老師展開各項工

6A張雅文家長

作。讓孩子們健康快樂的學習、成長，實踐學校、家庭和社會的

李襯雲女士

共同教育希望，家長們能積極參與，把家教會做得更好，好讓孩

大家好！我是家教會主席張太。2022年是家教會成立二十二週年，本人由大女入

子們在快樂的環境中茁壯成長。在各項活動中，我體會到作為家

讀小一至今，小女雅文也即將小六畢業，加入家教會十一年之久，期間曾任班代表，

長的快樂，並與孩子們一起成長和學習。

四届家教會幹事、家長校董，可說與家教會共渡了許多快樂的時光，跟學校及家長也
合作無間！現在心情悲喜交集，回想起疫情前學校每年都會舉辦各式各樣的校內外活

5D 馮梓濬及6A 馮穎嵐家長

何月雯女士

本人已擔任幹事一職已第二屆了。雖然我是一位在職家長，但
希望也能為學校出一份綿力。空閒時，與家教會各幹事及各位負責
的老師一併為學校服務。我在家教會主要負責，每天早上到校協助
每位同學量度體溫及課外活動的預備工作。與一班的幹事相處得非
常融洽，而且更結識了很多熱心的義工朋友，也更讓我了解子女在

動，供同學及家長參與，由家教會舉辦的有遊戲日、家長慈善義賣日、家教會親子旅
行等活動。每次活動都有大量家長踴躍參與義務工作，促使活動得以順利完成，在此
我代表家教會衷心感謝大家的支持！
自二零二零年開始受疫情影響，除了莘莘學子、老師和家長等都在這段日子經歷
了漫長的 「暫停面授課堂」歲月。停課期間，我校也變成網上教學，但家教會也盡量
協助大家舉辦一些網上講座，發放最新防疫資訊及提供申請免費防疫用品等活動！
我們經歷了兩年多的疫情，面對過各式各樣的難關，期盼新一年同學、家長與學

校的情況。
家教會一直盡心盡力為校服務，希望以家校合作的精神，促進
家庭與學校之間的溝通。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裏，有更多的家長能夠

校並肩同行，繼續堅守崗位，迎難而上，家教會協助學校開展更多有益身心的活動。
我在此亦希望有更多家長加入家教會義務工作，大家守望相助，一起發揮家校合
作的精神，讓同學們在充滿關愛的環境中健康成長。

參與校內的義工工作，攜手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6C邱晨希家長
6B 陳見幾家長

徐曉麗女士

邱雅詩女士

暖心的李主席發來SMS，請寫一份記念六年學校義工生活的感想吧！一

我很榮幸兩位小朋友都在彩雲聖若瑟小學就讀，大女兒已在四年

份驚喜加幾份恍惚立刻湧上心頭！起初只是為了多見兒子幾面，我常常在閒

前畢業了，我在小兒小一的時候已加入家教會，在這六年義工服務工

暇到學校兼職家長義工，兒子在學校看見我，他也十分開心，多了陪伴的機

作上，家教會搭起了家長與學校之間的橋樑，促進了大家之間的互相

會，不知不覺中促進了我們的親子關係。我也多了解兒子在學校的生活，也

瞭解，此外，學校與家長的合作越來越緊密。

更加放心了。

疫情一年又一年，以致家教會往年定期舉辦的活動多番暫停。當

家教會的活動很多，曾經我有幸參與中式包和大福甜品的製作興趣班，

中大家都期待的親子旅行也連續兩年未能成行，十分可惜！皇天不負

家長們在活動中互相砌磋，在幫助別人的同時，自己的烘焙經驗也加強了，

有心人，近期疫情稍為穩定，加上學校的防疫措施十分嚴謹！家教會

特別是製成品的美味，它帶來的愉悅是十分療癒的。

也恢復一些興趣班及義賣活動，讓家長及同學參與，令家教會幹事的
我深感欣慰。
我真的很高興，身處在家教會這個大家庭，和一群熱心的家長並
肩努力，令我獲益良多。我的兒子快將畢業，實在百感交集。最後，
祝願家長教師會成立22週年，家長們能手拉手，肩並肩，緊密團結，
繼續燃點愛心，共同創造新希望！

家長教師會就像一個大家庭，朱校長在節日時請我們吃水果，聚會中衛
副校請大家食甜品，家長們也會大顯身手帶來自己的拿手美食一起分享，可
謂其樂融融。你還在等甚麼？請快快加入家長義工這個行列，讓可愛的小朋
友們看見您們的笑臉，感受您們對他們的關心吧！
作為一名家長，我要感謝家教會幹事們默默地無私貢獻，您們給予我和
孩子們很多、很多的幫助。

編輯顧問：朱家樑校長
編輯委員：李襯雲女士、衛智立副校長、何美筠老師、黃沛林女士、何月雯女士、譚家敏女士、鄧燕紅女士、邱雅詩女士、葉麗群女士、
      潘嘉雯女士、馮淑雯主任、郭玉青老師、韋翠兒老師、張敏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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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主席

李襯雲女士

本校彩雲聖若瑟小學創校40年，而本校家長教師會（家教會）於二零零零年成立，至今已有二十二年的歷史，成員包括家
長、校長、教師及學生。學校成立家教會的目的是促進家長與學校之間的聯繫及溝通，建立夥伴合作關係，從而促進子女在學業和
身心各方面健康成長。
多年來，透過策劃及舉辦各類活動，發展家長潛能，加強父母與子女關係。藉着家長教育，讓家長更明白子女的需要。另外，
定期舉辦班代表會及幹事會議，讓各家長就學校的校政提出意見，推動學校發展。
我更衷心感謝校方及各家長，讓我可以在家長教師會服務，有機會向校長、老師及家長學習，令我對學校有更深入的瞭解，親
身感受到校長及各位老師都竭盡所能、不辭勞苦、默默為孩子付出。
在此，我鼓勵大家多與老師交流，多了解子女在學校的情況，因為小孩子都需要家長的陪伴，多聆聽，多包容，讓子女們對家
庭有歸屬感，讓他們學會珍惜與家人一起的時間。
我們幹事會會繼續盡力完成家長教師會的工作，鞏固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溝通橋樑，歡迎各位家長多參與本會的活動，並提出寶
貴意見，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好讓我們的孩子成為社會的棟樑！

讓我們一起

溫歷 年 的 快 樂時 光
重 溫歷
各類活動
家長教師同樂日

聖誕聯歡盆菜

宴

家長也敬師
探訪區內老人

燒烤同樂日

親子旅行

至親日

親子活動日

匯演：家長教師大合唱

家長教育

講座
故事姨姨培訓班

家長服務

專題研習日主持攤位

故事姨姨

中文日主持攤位

量體溫

公益金義賣
小童軍家長領袖

佈置校園

協助參觀

午膳姨姨

主持遊戲角

家長興趣班

家長太極班

家長太極扇班

烹飪班：中式包製作班

飾班

利是封 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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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參加學校活動

家長教師會送給學校的40周年校慶禮
物，採用衍紙藝術及立體構圖的設計。

這個作品代表家教會和學校上下一心，發揮「彩雲人
的精神」，蝴蝶群就像家長教師會在這40年一直與學
校一起成長，建立家長和學校的伙伴關係，令子女在
彩雲聖若瑟小學中健康成長。

家長們一起出席40周年校慶感恩祭
家長到校，為家長校董選舉點票及核數

家長義工派發舊校服

家長協助包紮鮮花送給老師，為賣花活動作準備

家長義工每天早上不辭勞苦到校為學生量
體溫，安排學生到各樓層早會或上課，更
為學生分發檢測包呢！

家長經常到校支持學校的活動

家長協助製作敬師活動壁報

學校舉
辦
幫忙分 Stem活動日
，家長
類及包
們
裝禮物
送給學
生

公益少年團舉辦「愛心送暖老人院物資收集」
活動，團員於全校收集物資（餅乾及毛巾），
家長們幫忙把物資分類。

家長興趣班

家長教師會於家長日
賣花及敬師活動

學生親手把花送給教師，表達對老師的尊敬。
學生知道家長擔任家長義工時，都表現得很興奮，還說媽媽好像
他們一樣要到學校上學，家長亦是學校的一份子。

家長們幫忙把物資收拾得很整齊，送到香港聖公會慈雲山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你看！長者們收到滿滿的愛多高興！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舉辦了穿珠班，分兩組於2022年5月18日及5月19日進行。感
謝家長邱雅詩女士擔任活動的導師，讓家長於餘暇時間以彩色膠珠製作匙扣及擺設，
於活動後亦可作親子活動與孩子一起穿珠製作飾物，活動還提供機會增進家長間的認
識與溝通。來年我們仍會繼續舉辦不同類型的家長興趣班，期望你們的參與！

家長穿珠班

按個人喜好選擇不同顏色的膠珠，
再跟着步驟製作。

家長們專注製作獨一無二的彩色膠珠匙扣。

大家開心展示自己的作品！

看看大家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