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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飛逝，不知不覺在家教會服務了三年，認識了很多家長和

老師們，在他們身上學到了不少的知識，也增長了見識，真是獲

益良多。

  回想過去一系列家教會舉辦的活動，多姿多彩，十分豐
富，有支持環保的校服轉贈，有舒緩壓力、增加親子感情

的親子活動，有師生家長齊參與的聖誕聯歡活動、充滿心

思的家長興趣班和親子手工盆栽制作班，有為中六同學製

作愛心甜點活動，也有受益匪淺的正向家長講座，更有學

校35周年校慶活動日等等，可謂應有盡有。

  有些傷感的是我們的家教會顧問梁東榮校長和骨幹成
員溫建國副校長在剛過去的學年正式榮休了。他們盡心盡

責地為學校服務多年，我對他們的感激和不捨難以用筆墨形

容，在此我代表家教會同仝祝他們身體健康，退休生活愉快！

  最後，我要代表家教會恭喜邱春燕校長接任成為本校新任校
長。希望邱校長能帶領甲寅年總理中學繼續進步，發光發亮！

主席的話—陳明星女士

地  址：新界上水彩園邨
電  話：26727395
傳  真：26790330
電  郵：ptakyd@gmail.com
學校網址：http://www.twghkyd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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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東華三院的信任及支持，我在2016年從香港島灣仔區，調任
至新界北區，加入甲寅年總理中學的大家庭，不經不覺，我於2020年9
月退休。這匆匆的4年來，我與同事團隊携手改善校舍的設備，向同學
教授學科知識及技能，培養他們求學的態度，更可以藉教學的平台與
他們作生命交流，陪伴他們經歷人生的甜酸苦辣。我喜見他們在東華
三院全人教育栽培下，在智慧和身心均衡地成長。

  我回想擔任這大家庭的「家長」角色時，不斷訓勉同學，常教導
他們相信自己的潛能，在水池窄小但大魚眾多的環境 （Small pond 
but big fish）下，堅信自己的能力在全港學生中仍是比較強的，屢敗屢
戰，反省改善，不要氣餒，直至終極大比拼時，一定能夠脫穎而出，
發出個人的光芒。如果半途而廢，會錯過理想的結果。

  此外，近年社會上較多人以不恰當的方式對社會議題表達意見，我甚擔心同學誤入歧途。甲寅年總理中學
是一個和諧共融的大家庭，不單師生關係良好，同學之間彼此以禮相待，各持份者同心協力發展學校。我十分
盼望學校會維持互相信任、尊重、支持，這便是維繫家庭的要素，而甲寅年總理中學就是一個大家庭，盼望我
們的社會也是如此！

  雖然我要離開甲寅年總理中學的校長崗位，但我仍會繼續默默地支持她的發展。法團校董會已委任邱春燕
校長接任，她是一位有心有力的教育工作者，必能與我校的同事團隊推動學校繼續前進，再創高峰！

梁校長見證本校多位成績優異學生出爐本會執委向梁校長及溫建國副校長致送紀念品，
答謝多年支持。

運動會上與同學合照

梁校長一直支持家教會活動

藍艾雄副校長代表教職員向梁校長致送紀念品

前校長贈言

臨別秋波
  —前校長梁東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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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很榮幸能加入甲寅年總理中學這個大家庭，上任數月以來，
最令我印象深刻是同學們認真學習，純樸守規的態度。每天早上在大門
口與同學傾談，與同學分享學習心得、個人興趣、家庭關係、閱讀習
慣，讓我對同學也有更深入的了解，亦讓我更明白學生面對的壓力和困
難。2019-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同學們受著「2019新冠狀病毒」疫
情影響，學校須面對突如其來的停課並改以網上形式學習，對同學和老
師來說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戰。但是，縱然面對各種困難，甲寅的老師們
仍然抱著追求卓越的精神，以專業的態度沉著應對，協助同學解決學習
上的困難，並不時給予學生鼓勵和引導，讓同學得到適切的照顧，在此
我衷心感謝每一位同事為學生的付出和努力。

  跨境的同學和家長，學校明白大家所面對的困難，故此學校透過社
工小組、班主任陽光電話、科任老師特別關顧，了解及關心同學在家的
情況及學習所需。見到同學迎難以上，堅持不放棄的學習態度，我真的
十分欣慰。學校定必會為同學的學習盡最大的努力，我們也期待你們能
盡快重返校園，與同學們一同學習。

  為了讓學生能順利於網上進行學習，感謝各位家長勞心勞力，為子
女添置電腦器材及設備，並不時關心子女的學習需要。本年度學校亦積
極優化學校資訊科技硬件及系統，使網課及實體課堂能順利進行。學校
亦逐步更換全校的電腦網絡、更新學校網頁、統籌網上教學安排、借用
電腦予有需要的同學，並為同學尋找合適的資源。感謝社會各界熱心捐
助，學校獲得由香港鐘錶業總會捐贈200張數據咭、聖雅各福群會捐贈
36部筆記型電腦、東華三院及多間機構捐贈大批口罩及消毒用品，以及
惠康捐贈149套點點心意禮券，以支援基層學生各方面的需要，希望給
予大家點點支持。

  為了照顧學生的成長需要及不同方面的發展，在可行的情況下，學
校會利用全方位學習津貼繼續為同學舉辦不同形式的課外活動，例如中
一網上興趣班、樂器班、校隊訓練、校外活動、比賽及計劃等，希望同
學學習之餘亦能平衡身心發展需要，並擴闊同學的學習經歷和視野。

  疫情雖然可能仍會持續一段時間，但我相信在疫境中，甲寅的
師生、同學、家長仍能互相支持，積極應對，迎難而上。「WE ARE 
ONE」，感恩有你們每一位，令學校能應對各種挑戰。期盼大家能多關
心家人朋友，好好照顧身體，保持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祝願大家身心
健康！

校長每天都在學校大門和同學傾談

校長重視和家長的溝通，樂意參加家教會活動。

本年復課日，學校為同學送上打氣包。

學校歡迎大家回到校園

校長的話
—新任校長邱春燕女士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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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每兩年一任，2020年6月18日就是新一屆家長校董選舉的日子。當天早上，許多同學為家

長帶回選票，投入票箱內。疫情下跨境生家長未能親身投票，但可透過郵寄紙本選票方式，表達自己的意願。當天

下午，梁東榮校長、藍艾雄副校長、張天蔚老師、暨燊樺老師、徐淵老師、李瑞雲女士、尹莉女士、家長義工1E盧

煒茵家長及1E黃嘉慧家長一同開啟票箱，進行監票及點票。經點票後最終由陳明星女士當選新一屆家長校董，梁淑

怡女士成為新一屆替代家長校董。新任家長校董已於2020年12月上任，在此本會向兩位新任校董表示祝賀。以下為

兩位新任家長校董的感受：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會選舉結果及當選感言

陳明星女士 梁淑怡女士
  本人很榮幸當選
為學校的家長校

董，在此，多謝

所有支持和信

任我的每一位

家長。我會一

如既往地全心

全意地協助學

校推行各項活

動，改善學校

教育質素，為家

長們提供一個溝

通的平台，促進學

校與家長老師們的聯

繫和合作，從而共同努力創

建美好校園。

  大家好！本人
很高興得到大家

的支持，成為本

屆校董會替代

家長校董。正

如我於參選時

所言，我會繼

續積極地參與

家教會事務，

多了解學校政

策及運作，積極

協助學校，營造適

合學生的學習環境，

建立更牢固的溝通橋樑！

謝謝！

感謝各位校長、老師及家長義工協助監票及點票努力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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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家長教師會活動計劃（20-21）

全年 執委會會議

九月 招募新一屆工作人員

十月 第17屆會員大會暨執委選舉 

九月
招募新一屆工作人員

家長茶聚

八月 中一迎新日（輔導組主辦）

七月 校服轉贈（三）

六月 出版《連繫》第31期

五月
高中升學講座 （10/5）

家長敬師活動 （待定）

四月
「開心『果』月」活動

親子旅行 （日）（待定）

三月
校服轉贈（二）

家長義工興趣班（待定）

二月 家長講座系列 （四）： 「家」添正能量家長講座

一月

出版《連繫》第30期

家長講座系列（三）：「少年不識愁滋味？！」家長講座(21/1)

義工為中六同學製作零食打氣包

十二月 中三選科講座 （4/12） （五） 

十一月
家長講座系列（二）：「疫情中如何避免家庭衝突」講座

中一家長教師研討會 （27/11）

十月

義工家長茶聚 

家長講座系列（一）：「機不離手」家長工作坊

校服轉贈（一） （與輔導組合辦）

月份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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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屆家教會家長執委已於2019年11月上任。惟因疫情關係，未能透過不同活動和大家親身見面，本
年度中一家長也未必認識她們，因此各位家長執委借《連繫》跟大家見見面，表達自己的心聲。

家教會執委分享

家教會執委 感 言

主席  陳明星女士
  大家好，我是本屆家教會主席—陳明星，很感謝所有老師和家長們的支持！讓我

成為家長，老師和學生們之間的溝通橋梁！

  回想這三年來一系列由家教會舉辦的活動，多姿多彩，十分豐富，既有親子活動，
也有家長興趣班，又為畢業生辦打氣活動，此外我們也繼續舉辦發揮互助精神的校服轉

贈和有教育意義的家長講座，讓家長享受多元化活動之餘，也有學習意義，更令學生有

得益。更難忘的是學校35周年校慶活動中，我和各位家長們均積極參與，共同合作，完
成任務！

  參加家教會活動能增加和學校溝通的機會，更加了解學校的情況，希望家長們能多
多支持家教會的工作，和我們的孩子們一齊健康快樂地成長！

副主席  李瑞雲女士

  大家好！我是家教會副主席李瑞雲。雖然我在去年當選副主席後不久便碰上疫情，學
校也停課了，但我們家教會的工作卻沒有暫停。由於停課和提前放暑假的消息，來得突

然，許多家長包括我也很關心學校在教學上的安排。作為家長和學校的溝通橋樑，我和其

他執委在突如其來的情況下積極地和老師們確認教學安排。儘管疫情的緣故，讓新當選執

委的我有點手忙腳亂，但我卻因此更了解家教會的重要。成為家長執委能夠在第一時間得

知學校的安排，並轉達家長的疑問，為孩子們提供一個良好的學習方案，深感榮幸。希望

各位家長也能多支持家教會的活動，一起為學生們提供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

文書  張鳳巧女士
  新的學年開始了，藉此機會，我要謝謝過去兩年在家教會一起工
作的校長、老師執委、家長執委、家長義工以及同學們的合作和支

持！ 兩年來，除了文書工作，我也參與了不同的活動，會議以及擔任
講座主持，讓自己能夠在多方面為我們的家教會服務。家教會的工作

裏，我收獲了與大家共事的快樂，收獲了對學校的了解，收獲了對家

校合作的信心！我非常高興在新一屆的家教會選舉中獲得支持，希望

可以繼續為大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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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今年擔任出版的中四學生家長羅妍明，很高興再次能夠
被選為家教會執委委員，能夠擔任不同崗位，真是難得的體驗。在擔任執

位期間，我可以了解學校運作，更可以了解學校對學生及家長的照顧，周

詳的安排和計劃，真的令人感到學校的完善。

  家教會的合作精神，需要各位家長參與。家長義工是一個很好的渠
道，令大家多點認識學校、認識家長，了解學校方向，大家彼此配合和溝

通，目的就是為了令子女有一個美好的六年中學回憶！

  家教會活動多姿多彩，動靜皆宜，期待大家一齊參與！

  本人是中五學生的家長，也是本屆家教會聯絡—尹莉，很榮幸能連續兩屆成為家教會

的成員。感恩老師和家長們的信任，我會不負大家的厚望，盡全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三年期間，家教會各執委一起合作，曾舉辦過一次又一次的家校合作活動，例如親子旅
行、家長興趣班、敬師日等，大家建立了一份默契和感情，讓我對學校有更多認識，對孩子

的學校生活有更多了解，更多機會和孩子一起參加各類活動，也見證了甲寅年總理中學良好

的校風，老師們的愛心以及家長義工的積極參與。在此非常感謝校長、副校長和家教會成員

大家密切配合，無私奉獻自己的時間和心思。

  希望更多家長多給意見，並積極參與家教會活動。大家可加入家長義工團隊，為學校，為家
教會出一份力，讓家庭及學校建立愛的橋樑，教導我們的孩子，讓孩子更健康的成長。

總務  張  磊女士

出版  羅妍明女士

康樂  梁淑怡女士

  大家好！我是中五家長梁淑怡，我在學校擔任康樂一職。首先很高興
連續兩屆為大家服務，亦多謝大家這幾年對我的信任。家長們的寶貴意見

是我們動力的來源，而且透過擔任家長義工可以近距離認識學校、老師和

其他家長，多感受學校的歡樂氣氛，和學校共同努力建立正向教育環境。

因此我希望大家多多參與學校義工活動！

聯絡  尹  莉女士

  去年，我很榮幸成為家教會執委。從前一開始做家長義工的時候，我還不知道
義工都要做些甚麼，後來慢慢地跟着學校的老師和義工們不斷的接觸和學習，才知

道義工是用自己的關愛去幫有需要幫助的人，從中使得我充實、鍛煉、成長和提升

了自己，因此義工是助人，也是樂己。做義工的同時，我還認識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們，大家在一起互相學習，互相幫助，這種精神食糧不是用金錢和物質來衡量的，

而是一種珍貴的內在精神價值。因此我很樂意繼續為大家服務，也請大家一同支持

家教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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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活動

家教會上學期活動簡報
  新學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持續。但本會仍然為各位家長舉辦了不同講座，希望令大
家可以在安全情況下享受家教會活動，和學校保持緊密連繫。

家長講座系列（一）：「機不離手」家長工作坊（10月16日）
  生活大小事離不開手機，中學生如定力不足，便容易沉迷其中，值得家長關注。是次
工作坊是本會首次以線上形式進行的活動，講者為駐校社工彭詠詩姑娘，向各位家長剖析

學生沉迷手機遊戲的原因、識別方法、家庭中常見的衝突與處理方法建議，並教導家長認

識子女遇到網絡欺凌的處理。

家長義工迎新及聚舊聚會（10月27日）
  家教會有新的家長義工加入，為令新舊家長義工認識彼此，
於疫情稍為放緩之時，本會在適當防疫措施配合下，為家長義工

舉辦實體聚會。當天家長義工首次與邱校長見面，並由陳明星主

席代表家長義工，與校方簽署家長義工委任狀。此外，一眾家教

會執委也安排了小遊戲，和家長義工同樂。

校長茶座 / 線上校長茶座（一）（11月11及12日）
  為加深學校與家長的溝通，並使大家對學校事務及親子心得
有更多了解，本會舉辦「校長茶座」，更特意分別安排實體及線

上形式進行。會上邱校長、藍艾雄副校長、蔣健森副校長、張天

蔚副校長及2位家教會家長執委代表向參與家長分享親子心得，
同時講解學校於疫情下關顧學生的相關措施，令家長對學校安排

加深了解。

家長講座系列（二）：「疫情中如何避免家庭衝突」
講座（11月14日）
  疫情下，家人相處時間更長，而共處之時，如何面對種種壓
力或衝突，也是一種學問。本會特邀正向家長學院創院院長胡君

孟先生（院長 Rex）為家長舉辦「疫情中如何避免家庭衝突」線
上講座。講座中，胡院長深入淺出地向參與家長剖析疫情對家庭

關係 生壓力的心理原因、減低家庭衝突的正面相處法則及發生

衝突時的有效化解方法。

中一家長教師研討會（11月30日）
  中一新生開學多月，為加強校方和家長的溝通，增強中一家
長對本班的了解，因此本會舉辦線上研討會，由各班班主任及不

同部門老師向家長介紹該班具體情況，並分析中一同學第一學期

測驗表現。

校長茶座

中三選科講座（12月4日）
  為了讓家長更了解中三升中四學生的選科安排，故此本會舉辦「中三選科線上講
座」，由藍副校長介紹高中課程結構及中四編班方法、本校中五學生分享選科經驗及楊寶

玉老師講解選科及升讀高中備忘。

  下學期來臨，本會各執委會盡力為家長帶來不同活動，敬希各位踴躍支持及參與！

校長茶座

家長義工迎新及聚舊聚會

中一家長教師研討會

疫情下如何防止家庭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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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育

正向管教小貼士

駐校社工
彭詠詩姑娘

   女兒的學校推行「一人一花」計劃，歡天喜地捧著嫩苗回家，立志要種到開花結果。初時她熱切
地澆花、施肥，但隨著日子及熱情過去，便擱在一旁，它不只沒花更愈見瘦弱。回想我們作父母的，

當子女出世，我們也熱切期望他健康成長，眠乾睡濕栽培他，然而經時日洗禮，那份情感易被現實磨

蝕。猶幸能在這裡分享與青少年溝通的正向家長管教小貼士，拋磚引玉，與各位家長一起努力。

正向管教包含五大元素，包括：以身作則、良好溝通、正面思維、重視家庭及認識子女。

1.以身作則：

  從小開始，子女的主要學習模式是「模仿」，而其主要學習對象是父母。對
年青人而言，更加添「公平」這元素。典型事例就是看見父母用餐時玩電話，自

己卻不能玩，他們的不忿便隨之而來，與其為此起爭拗，不如先放下電話，以身

作則。

2.良好溝通：

  良好溝通的基礎需時間與心機去建立，不能一蹴而就。如父母可藉優質的相
處時間如全家放下電話，享受用膳時間、出外購物等，在這時段少談功課學業或

易引起雙方不和的事，改以表達興趣、愛意和關心為主，就如與朋友談天說地。

同時，以用心聆聽，對所述的事表達好奇及關心，並表達關心之情，隨後才訴說

道理。記著動之以情，訴之以理的溝通模式。

3.正面思維：

  華人父母教子女時往往將焦點放在犯錯的地方，認為不提點便會錯，常讚賞
便驕傲，故易著眼於子女做得不夠的地方，但經常的負面評價有礙子女自信心的

發展及親子關係的建立。倒不如嘗試留意子女的強項或有改善的地方，當見到時

便明顯且具體地讚賞，讓子女知道就算微小的事，父母也見到。

4.重視家庭：

  這可說是最難但卻最重要的一項，我相信每位父母也重視家庭，同時我也深知「家家有本難唸的
經」，夫婦、親子、婆媳、兄弟姊妹相處等大有學問，然而一個安全及溫暖的家是年青人的避風港，

對子女度過青少年暴風期很重要。

5.認識心理：

  家長稍掌握青少年心理成長階段和需要，有助家長對子女的行
為作出正確的判斷和解讀。如「朋輩接納」是青少年發展的重要一

環，故朋友的一句讚賞、接納更勝父母的千言萬語；當子女與朋友

鬧翻而茶飯不思等例子俯拾皆是，當父母多一點了解，多一份體

諒，有助建立正面親子關係。

  我深深明白以上五大元素知易行難，然而，我鼓勵大家將它們藏在心中，偶爾提醒自己花兒需要
時間心機栽種。我們提供了良好土壤，還要按時施肥除草，才能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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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師介紹

回家  
 陳樂恆老師

  畢業後已過數載，縱使周遭改變不少，甲寅年一直還是我的家。現在重
返校園，看到成為自己學生的師弟師妹穿著橙色的運動服在球場上揮灑汗

水、看到學生會候選內閣為同學花盡心思的畫面，使我感觸良多。昔日與同

伴奮鬥的模糊片段，都一一映入腦海。

  學校一向着重全「寅」發展，同學不論在學業上、球場上、舞台上，都
能全力以赴、綻放無限光芒。在我任教的設計與科技課及綜合科學課上，都

不難發現對學習及創作孜孜不倦的同學，經常能發揮驚人的潛能及創意，令

我出奇不意。今後，願我能以另一個身分，守望甲寅年的同學，一同繼續學

習、成長。

在甲寅找到理想的我

THE KAP YAN MAGIC
Miss Lau Sze Yiu

Hello all, this is Miss Lau, your new English teacher. 

For me, Kap Yan has always been a school of magic. 
Students may freak out during the 2500m （3000m 
in my days） fitness training, but will never deny that 
running out of breath with their chest exploding is the 
most memorable experience. Students may drift apart 
after graduation, but will always come back together 
to visit teachers with egg tarts despite the passing of 
time. Kap Yan is neither the most spacious nor the 
most affluent, but we still enjoy our life here dearly. 
Isn't it magical?

This year, under the magic spell of Kap Yan, I come 
back again as a teacher. Things that I treasure 
haven't changed much. The welcoming atmosphere, 
supportive teachers and inclusive environment have 
made me more confident than ever to embrace my 
new challenge. 

The 2020 pandemic, in 
its aftermath, is set to 
change life for a very 
long time, especially 
the life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While zoom 
learning may sound 
fun, convenient and 
somewhat futur ist ic 
at the very beginning, 
i t s  f l a w s  o c c u r r e d 
gradually. But there's 
ONE th ing that  wi l l 
never change – our determination to deliver quality 
lessons despite all the hardship. Therefore, let us work 
together to get it through!

With our collective effort, the Kap Yan Magic shall last 
forever!

Cherry blossom in Korea

通識闊眼界  
林棟芬老師

  大家好！我是今年的新老師林棟芬老師，教授通識教育科和綜合人文科。

  很多人會奇怪：「為甚麼你會挑選通識呢？」眾所周知，通識科涉及的範圍
比較廣泛，所需要的知識很多，而且還要不斷汲取新資訊，真的不容易。但對我

來說，這是一項有趣的挑戰，而且通識科豐富的知識一直深深吸引我。回想在中

大的歲月裡，修讀通識讓我可以每天「通山跑」，走進不同學系學習各種專業

課，讓我眼界擴闊不少，也認識了不同的專業界別的朋友。畢業後我一直任教通

識科，經過數年的體驗，我發現通識不僅為同學提供豐富知識，也幫助我們解決

生活的難題，讓我們更了解自己和社會，從而可回應在瞬息萬變的世界。

  也許同學們覺得通識科很艱深，但其實通識議題很有趣，希望同學能多思
考、多討論，也許你會發現通識對你生活的幫助。

喜歡發掘新知識的我也熱愛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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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方的鄰舍   
伍尚俊老師

  回校的道路上，總是鋪着一大塊由落下的花瓣、枝葉和果實交織而成的地毯。
有別於外面的水泥路，踩在其上，感覺有點不習慣，卻又相當熟悉。拐個彎，就看

見鄰舍的橘色大鐵柵，在粉白的牆壁前特別奪目耀眼。

  這校園，是伴我成長的好鄰舍。畢業升學，婚後外遷，過了幾年，和那些花
瓣、枝葉和果實重逢，才知道這一去就是好多個夏蟬冬雨的光景，但好鄰舍還是好

鄰舍。以前，橘色大鐵柵是三千米長跑的起點，而今則是每天教育工作的開端；跑

出去和走進來之間，總有着許許多多的重疊的影子。在於我，三千米長跑，總是令

人回味無窮，享受不已。攝於台灣文學館前

  大家好！我是蘇顯博老師，今年任教數學和物理
科。很高興今年不但有機會教授新入學的中一同學，更

有機會幫助高中同學應付公開試。特別是中三的同學，

希望在這一年間，能更了解你們。

  讓我對甲寅同學印象深刻的，是在某次學校數學比賽
選拔中，同學首次面對中學高難度的比賽題目，在有限的

時間，沒可能完成全部問題，但同學仍盡力求解，讓我回

想起自己初中時，老師都愛給我們書本以外的有趣題目。

我知道同學都對於中學的數學有不同的想法，但在課後能

聽到同學討論學術問題，對我來說是難能可貴的。

  教學以外，我喜愛
運動，不只為了身體的

健康。其次更是喜歡克

服挑戰。就像長跑，最

重要的就是堅持，能跑完就是成功挑戰自己。任別人說長

跑多辛苦，我卻依然喜愛它，並慶幸從中得到磨練。而

且，運動訓練人在任何時間都能保持冷靜，解決問題。長

跑已經成為我生活的一部份。對我的成長影響深遠。

  願同學在各種經歷中成長，同時引領你們找尋夢想。

跑步中的我

態度最重要   
黃慧珊老師

  大家好，我是黃慧珊老師，任教中文科及普通話科。甲寅是我第二所任教的中學，還
記得自己初為教師時，常把「青澀」和「茫然」掛在臉上，幸而經過這幾年的磨練，使我

在這裏面對新的環境、新的挑戰時能沉著應戰，亦讓我深感「態度是最重要」。

  而我對甲寅學生的印象，都是他們良好的態度。今年我任教的班別都各具特色，有非
常主動、積極參與課堂活動的；有可愛得會在zoom堂完結時，逐一跟我說再見的；也有
對待每一項功課認真得教我感動的。教學相長，學生的積極、有禮、認真也逼著我以最大

的努力來教導他們。希望日後能發掘大家更多的優點，互相學習，各位請多多指教。
放假天，

喜歡施施而行，漫漫而遊。

  「到底我們為甚麼要讀書？」可能每個學生都曾困
惑過，包括曾穿著藍色連身校裙的我。直到我升上了大

學，我聽到柏拉圖關於《理想國》的故事：

「這世上有個地方，有些人從出生就被囚困在洞穴內，

每天生火過活。然而，他們只看到從火光折射的影子。

這些影子，就成為了他們獨一無二的世界。直到有一

天，有一個人從洞穴裡逃出來，探頭到洞穴外，刺眼的

陽光讓躲在黑暗裡的雙眼刺痛。然後，他才知道這個世

界是那麼廣闊無垠⋯⋯」

  求學問，往往不能只坐在洞穴內等待老師為你們揮
舞出影子。儘管學習新事物、追求知識的過程，會像

從洞穴探出頭時，因看到陽

光的刺眼而讓我們不適應；

但我希望在課堂裡，我能

帶領同學們一起欣賞陽光的

美麗。大家也要勇敢探頭出

外，不斷的發問、嘗試，你

才會為自己的問題找到答案。

  知識，即 “Liberate from the Ignorance”， 願我
們一起 “be liberal”，在通識課上一起探尋，享受這
趟朝往知識領域的旅程吧！

剛入職的我

從挑戰中成長   
蘇顯博老師

求學求問   
楊詠彤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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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收入HKD 支出HKD 結餘HKD
上年度結餘 86,459.61

2019年度會費 41,900.00

退回重複會費 1,300.00

第十六屆會員大會及執委選舉 紀念品 700.00

水晶工藝品 990.00

海報、橫題、易拉架 478.00

飲品及小食 880.50

西餅 220.00

花藝及扣針 157.40

中三選科講座 200.00

陸運會 啦啦隊比賽禮物、花紙 608.80

出版連繫（29期） 家校合作活動津貼 6,500.00 6,554.00

水晶紀念品2個 236.40

緊急援助基金* 8,200.00

學業成績最佳進步獎 1,100.00

利息 （2020） 12.60

總計 48,412.60 21,625.10

本年度結餘 113,247.11

緊急援助基金*

結餘 8,116.20

個案#1901 4,000.00

個案#1902 200.00

個案#1903 4,000.00 -83.80

第十六屆2019-2020年度執行委員會
財政報告（截至2020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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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活動花絮（9月 -12 月）
家長義工迎新及聚舊聚會 
2020年 10月 27日

校長茶座 
2020年 11月 11日

線上校長茶座
2020年 11月 12日

「疫情下如何防止家庭衝突」講座 
2020年 11月 14日

1312



學校活動花絮（9月-12月）
歡迎同學重返校園
2020年 9月 23及 29日

學生領袖就職典禮 
2020年 10月 20日

著名音樂人趙增熹先生音樂講座 
2020年 10月 28日

學生會競選 
2020年 10月 12日

好人好事：英文故事寫作比賽
2020年 11月 5日

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獎暨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優異成績獎頒獎禮
2020年 10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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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署「綠色校園」計劃：甲寅裏的花花世界 
2020年 10月 28日

聯校畢業典禮 
2020年 11月 27日

升中選校知多少講座
2020年 11月 23日

甲寅義工隊咖啡拉花班 
2020年 1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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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教會《連繫》（第31期）將於2021年6月出版。在這屬於各家長及老師的園地，大家可交流經
驗，加強溝通，傾訴心聲。為使《連繫》更形充實，希望各家長及老師踴躍投稿，對會報全力支持。

字  數：短約數十字，長約一千字均可，請用原稿紙書寫、電腦列印或用電腦檔案提交

內  容：會員近況、生活點滴、教子心得、創作小品等

投稿方法：可用網上電郵、郵寄或經貴子弟交給暨燊樺老師

電郵地址：ptakyd@gmail.com

來稿請附作者姓名（可用筆名發表）、子女姓名及班別、聯絡電話。

截稿日期：2021年4月30日

彭詠詩姑娘的小女兒很愛笑！

甲寅喜訊

徵稿啟事

趙錦林老師的女兒看來也想和爸爸做早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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