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陳振寧先生

  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Covid-19疫情已經蔓延到世界各地，全球感染人數超過520萬，死亡人數更高達34萬。疫症是影響人類歷史的
重要事件，它是無情的死神，但也是團結人類的領袖，人生的導師。只要大家正面樂觀，團結堅持，注意個人衛生，情況是可以控
制，祝願染病的人盡早康復，失去親友的人節哀順變，並衷心感謝各地醫護人員、相關人士的付出和大家配合。
  今年中學文憑考試的安排同樣受影響，祝願應屆考生能如常發揮，獲得如期甚至超出預期的好成績！不論結果如何，也先恭喜大
家比過去考生多了一份珍貴的回憶，多年後你們也一定能記得在疫情中考試前後的點滴，善用這份逆境自強的能力，必能受用一生。
  除了不一樣的文憑試，家長和孩子們也過了多月不一樣的生活：多了時間與家人相處，多了機會關心世界各地親朋戚友，多了
閱讀，多了做菜，多了家中運動，多了功課⋯⋯
  雖然疫情和社會事件影響了部分的家教會活動、更增添了一些不確定性，但在同心努力和彼此信任之下，我們還是壓下個人負面的
情緒，抱著正面樂觀的心情、互相支持、互相鼓勵、分享美食心得、祝褔、實用資訊、家庭點滴⋯⋯如常生活。
  在學年之初，學校支持家長委員以私人名義建立了四個非正式的中一家長WhatsApp 群組連繫新生家長，它也見證著大家共度這個不一樣的時期。
  藉著會訊再次衷心感謝家長們、教職員和家長教師會同伴的無私付出、互相尊重和包容, 也要感謝校長的信任和支持。
  在感恩的同時，我們深知避免不了現實經濟情況和政治風波的影響，作為家長教師會的委員也很清楚相關的責任和使命，我們一定竭盡所能，協助學
校和家長建立一個安全健康的學習環境，讓孩子發揮所長，正面樂觀地成長。
  幸福不是必然，大家現在不妨向你身邊的人「問好」、說聲「感謝」和「擁抱」一下摯愛。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九 龍 真 光 中 學
家長教師會會訊 2020年7月

1. 2019年7月13日，家教會主席陳振寧、副主席李凱茵及校董蕭秋綺出席九龍城區學
校優秀家長嘉許禮，藉以肯定他們對家教會的付出和貢獻。

2. 2019年7月16日，舉辦中一家長講座，邀請了心鈴輔導及生涯發展中心輔導心理學
家張燕鈴到校主講，主題為「如何協助女兒適應中一生活」。是次活動約有90位
中一家長參加，反應十分理想，大多數家長滿意是次講座，讓他們更明白女兒面
對的情緒困擾及成長階段的需要。

3. 2019年7月17日，家教會委員為中一家長成立四班羣組，解答家長的問題及了解他
們的需要。

4. 2019年8月28日，完成批核本年度家教會校本資助活動，並將批核結果通知各申請
部門。

5. 2019年8月31日，於新生指導日中，宣傳家教會來年的各項活動。
6. 原定2019年10月4日舉行之第三十九屆周年大會暨2019至2021年度「家長校董」

選舉，因受社會事件影響，臨時取消，作出新安排。
 2019至2021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於2019年10月4日及11日順利完成。選

舉點票工作於10月11日下午四時三十分進行，並圓滿結束，由陳振寧先生為2019
至2021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李凱茵女士為2019至2021年度法團校董會替代
家長校董。

7. 2019年10月9日，獲教育局發放2019至2020年度家校合作津貼。
8. 2019年10月19日，家長教師會及宗教組合辦之家長學堂開始第一課，講員為李伊

瑩校長，主題為「如意vs失意」，家長在小組分享中有很好的交流，獲益良多。
9. 2019年11月16日的家長學堂，因受社會事件影響，所以取消。
10. 2019年11月29日，第三十九屆周年大會暨中一、中二家長座談會順利舉行。家長

座談會中，家長與老師作出良好的溝通。
11. 2019年12月14日為家長學堂第二課，題目是「管與教的特質」，由香港優質家長

學會何英儀女士主講，家長的反應和當時的氣氛都十分理想。
12. 2019年12月15日為升中生資訊日，家教會負責家長茶座，為家長、來賓、同學和

老師提供免費多款熱茶、朱古力熱飲和曲奇餅等小食，並與家長來賓傾談，讓他
們了解真光更多，留下美好印象。是次家長茶座頗受家長、來賓和同學歡迎。

13. 2020年1月3日，本校熱心家長欲表達對全體教職員的欣賞和支持，向全校每一位
教職員致送一盒人手造曲奇餅，以表心意，當日由校長及家教會老師、委員接受
餽贈，大家都感受到當中的美意。

14. 2020年1月22日，舉辦家長花藝班，參與家長享受了一個快樂的下午。家教會贊助
學校舉辦的年宵市場，並有家長參與攤位活動。

15. 原於2019年12月1日進行的親子旅行，因受社會事件影響，改為下學期舉行，卻因
疫情影響而取消。

16. 家長學堂（2月22日，3月28日，5月23日）亦因疫情的關係而取消。
17. 兩個家長興趣班：中國文化茶道體驗及STEM，均因疫情的緣故，無法舉行。
18. 2020年3月，家教會贈與中六畢業同學可愛九真畢業布公仔。
19. 2020年6月2日，本校熱心家長向全校教職員致送一盒草本防疫香包，以表心意和

支持。
20. 家教會就148周年校慶致送4,000元作學校發展之用。

收入 支出
摘要 金額HK$ 摘要 金額HK$
會費 39,180.00 校本活動資助 7,976.40
教育局津貼 25,633.00 本會活動 1,212.00
家長贊助 12,770.00 畢業學生紀念品及

正向活動
10,000.00

銀行利息 265.60 中一迎新日 1,491.30
中一新生家長講座 2,500.00
資訊日家長茶座 1,024.80
會員大會及
中一、二級家長聚會

1,278.00

獎學金 5,000.00
校慶賀禮 4,000.00
學生活動保險 823.00
影印及文具雜支

（校董選舉、活動通
告、程序、問卷）

7,631.00

會訊印製 3,900.00
合計 77,848.60 合計 46,836.50
盈餘/（虧損） 資金
累積盈餘 244,851.26 定期存款 76,479.80
本年度 31,012.10 儲蓄存款 130,056.96

零用現金 3,720.70
支票戶結存 65,605.90

合計 275,863.36 合計 275,863.36

顧 問：李伊瑩校長
主 席：陳振寧先生
副主席：李凱茵女士
    羅楚雲副校長
財 政：黃秀娟女士
    羅楚雲副校長

副主席李凱茵女士

  「24×7」是甚麼？
  你心裡想的是「168」？呵呵，其實我想說的是「每天24小時，每周7日無休」。
  回心一想，家長們，你上一次「24×7」伴著女兒是何時的事？是每年一次兩次的全家外遊？是女兒生病時？還是要追溯到她還未上學的時候？
  停課四個月，父母埋怨孩子疏懶了，孩子覺得天天在家鬱悶了，卻差點忘記⋯⋯其實我們很久沒有「24×7」在一起了。
  孩子都有個通病：天天在家就是玩耍、打機、爭吵、吃零食⋯⋯要多加督促才肯做功課，不到死線（deadline）不願交作業，玩到半
夜都不肯睡覺⋯⋯「24×7」，讓孩子們都享受前所未有的悠閒，也讓媽媽們都變了「嫦娥」（廣東話諧音「常哦」，就是經常嘮叨、囉
嗦）！
  好不容易才等到復課。家長群組其中一個話題是：久違了的校服，還穿得上嗎？原來，伴隨著「24×7」的，是長胖了、長高了，是
成長了！是在我們眼皮底下一天一天成長了！
  說來還得感謝疫情，讓我們在女兒十幾歲時，經歷了這「24×7」 ×「4 個月」，成為人生中最難忘的一段。

委員黃秀娟女士

  踏入2020年一場來勢洶洶的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我女兒幾乎
不出門的日子快要四個月了。「宅」在家的日子，大家的生活到底
是怎樣的？讓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湊女心得。

  我們留在家的時間長了，突如其來的不適還是小事，更多的是
女兒覺得像是突然「放大假」，因而過度追劇、打電子遊戲導致作息大

亂，回過頭來才發現仍需要繼續學習課本知識，而且還要交代學習進度，心情
頓時由天堂跌落地獄；也會因太久沒有出門，整天在家看疫情新聞導致抑鬱消
沉；大家相處時間增多反而變成長時間爭吵等負面情況。有見及此，作為家長
的我需要去教導女兒如何學會善用「宅在家」的時間。首要，為女兒設下固定
的課程時間表，讓她知道在家上學而不是放假，接著又會幫她去尋找網上教學
平台，讓女兒除學科以外還有其他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增加學習興趣。除此之
外，我每天也會鼓勵女兒在家持續做適量的體能運動，以保持身心健康。
  最後我想藉此機會，衷心多謝李校長、每一位老師和校工們，感謝你們一
直無私付出，用心的教導及照顧，能讓女兒在愛與喜樂中成長！
  謹祝各位家庭幸福，身心康泰！

疫情下，停課期間的感想 委員蔡立基先生

  香港疫情放緩了，學生和家長也等了數月，學校復課終於有期了。
這消息令家長和學生可放下心中大石，對學生來說，校
園、師長和同學是她們最掛念的。自疫情發生以來，學
生們要透過網上學習，才可見到老師和同學，畢竟有
別於傳統學習模式，不能親自面對面，總有點疏離的
感覺。
  現時，大部分行業都實施「在家工作」，家長和學
生要聚在一起，同樣亦要以電腦網絡作為大家的主要媒
介，要透過電腦進行溝通時，大家才發現祇會用手寫板的不足，疫情令
我和孩子發覺需要學習用上倉頡、拼音和速成，我們也在這互動學習
下，彼此的輸入法都熟練了。在家中閒談時，內容總離不開「疫情」兩
字，並延伸至「網上學習狀況」，「何時復課」，「暑假會否安排回校
補課」，「如何追上這學年的進度」等等，此外，由於女兒即將會升上
中四，面對選科，亦為她添上疫情外另一種壓力。 
  身為家教會委員，恐怕今年許多家教會的工作也無法達標，唯有來
年努力吧！同時，家教會老師也忙著進行網上教學，又要忙碌於復課後
的考試，看來本學年將會是一個只有「暑」而沒有「假」的學年。
  由於限聚令，大家都多留在家，避免外出。日常生活中，家長和學
生習慣在家常洗手，除了珍惜得來不易的厠紙、口罩外，大家在生活上
也注重健康起來，也不願出外進食加入味精的食物，所以我們也增加了
在家合作烹調溫馨家庭餐的活動，這就是我們家的烹飪課呢！
  以上種種點滴，都增加了我們孩子的自信和獨立，這次疫情讓她們
上了寶貴的一課，令孩子終生受用，不懼疫情，不盲目搶購物資，也學
懂分享和愛，幫助有需要的人。

隨筆  委員蔣濤女士

  一場突如其來的世紀疫症打亂了全世界人們原本的生活，從最
初的驚慌、惶恐、到現在的坦然面對，期間經歷了多少的磨礪，
相信大家都深有體會。幸得各界的齊心協力，特別是醫護人員無
私的奉獻，令到這個艱難的日子中，綻放出發出一件件感人的抗
逆故事，以愛傳愛，令大家逐漸走出恐慌的暗霾，珍視一份份難
得而雋永的真情。
  感恩醫護人員冒著生命的危險，用實際行動譜寫一段段救死扶
傷的動人事蹟，讓市民安心，讓我們對生命滿懷期待，活著就好；感謝學校所
有教師們冒險返工，精心安排學生們網上持續學習，讓學生們在足不出戶的情
況下安心學習，減少無聊、焦慮感，讓學生能安心讀書，令他們明白到能跟同
學們歡聚在一起是件多麼幸福的事情；感謝因疫情大家蝸居在家，增加了親人
們朝夕相處的時間，大家互相鼓勵、扶持，讓家庭關係更加親密，更懂得彼此
之間的珍惜；因各國疫情期間的各種限制和因人們減少而導致環境污染的減
少，世界環境組織突然發現地球變綠了，變年輕了⋯⋯這些因疫情引發而意外
收獲的感悟，是平常所體會不到的。
  雖然疫情也帶來諸多的不便，經濟下滑，失業率上升等等，但是，只要大
家齊心協力，一定可以很快戰勝疫情和渡過難關，回復之前的平靜的生活。
  希望疫情過後，人類吸取這次的慘痛經歷，好好反思自己，遵循大自然的
生存規律，跟自然界的萬物和平相處，互生互息、生生不息，好好珍惜大家來
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疫情下的生活點滴 委員趙惠卿女士

  女兒今年已經中五了，來年就要參加DSE考試了，農曆
年假後一直停課，這些日子期間，心情七上八落。由原先
非常希望快點復課，怕課程會延誤，影響學習進度；到
後來宣布5月27日高中要復課了，卻又有點不捨得這個漫
長假期。因為，我知道女兒將要正式進入DSE Mode了！
  這幾個月來，女兒每天除了網上上課外，還有更多
不同的活動，如閱讀小說、拖地、吸塵、洗碗碟、整理自
己房間的舊物（進行斷、捨、離）、充滿創意的地獄厨藝（炸湯圓、炒
滑蛋、400轉手打咖啡）等等。 這些事本就很平常的，但是如果沒有停
課，這些事就變得很奢侈了；因為在停課的這段日子，生活上難免少了
一份壓力，也多了一份悠閒。

師生同行  抗疫有法 郭詩韻老師

  自從本年初新冠肺炎來襲，教育局宣佈學校從一月底開始停課，至
今已有四個多月的時間。今天執筆之時，乃復課之日，到底師生們在這
段不尋常的日子是如何走過呢﹖
  在疫症期間，師生在教與學上面對極大的挑戰。
  對教師而言，如何轉換學習形式﹖如何運用科技配合教學﹖如何跟
進學生的課業﹖如何滿足學生身心靈的需要﹖這些都是迫在眉睫要解決
的問題。幸好學校的教師團隊群策群力，由上傳材料的單向學習，到拍
攝錄音影片的聲畫結合，再進階至直播課堂的互動教學，循序漸進的，
令學生的學習效果更為理想。同時，學校亦關顧同學的身心靈發展，如
每星期給同學打「陽光電話」、安排線上課外活動等，令同學保持平衡
的生活，健康成長。
  對同學而言，停課消息剛宣佈時，或許部分同學會因為多了閒餘時
間而高興，但日子漸久，便發現失去規律的生活，每天漫無目的過日
子，意志變得消沉，甚至迷失自我。作為老師，深深明白同學在停課期
間的情緒波動，故亦透過電話、視像等方面與學生溝通，疏導她們的情
緒壓力。經過老師的個別輔導，同學也重新檢視自己學習態度，並學習
時間管理，成為學習的主導者。
  記得一次和中五同學的對話，她表示對停課感到憂慮，因為這一年
對明年考文憑試的準考生而言，是十分關鍵的，故希望儘快重返校園，
追趕學習進度。可想而知，真光學生思想成熟，在這段非常時期，大多
著緊學習進度，故即使停課也不停學。
  這次百年一遇的世紀疫症，令師生共同上了寶貴的一課。我們要學習
靈活變動、轉危為機，並多關心身邊人的心靈需要，大家才能邁步向前。

學在疫症蔓延時 甄錦棠老師

  今年年初，因為爆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故教育局
宣佈年假後全港學校停課。原以為很快便會復課，然而
疫情實在太嚴峻，令到復課日期一再押後。結果，這段
停課日子，差不多有四個月之久，相信亦是有史以來最
長的一次。
  就這樣，開始了我們「學在疫症蔓延時」的漫長歲月。
  停課期間，為了響應教育局「停課不停學」的呼
籲，我們亦開始了另類的教學。
  以我所任教的中史科為例，以每兩周為期，擬定學習計劃，並製作相關教材
（如筆記、簡報，以及參考資料等），上載至學校的雲端硬碟上，讓同學在家中
進行「自主學習」。
  稍後，我們又錄製教學短片，透過老師的「聲音演繹」，務求讓同學對教材
有更清楚的理解和增加親切感。
  復活節假期後，我們再進一步進行直播教學。透過資訊科技，把課堂搬帶到每
一位同學的家中。這樣在家授課的日子，實在前所未有，史無前例，叫人難忘。
  此外，我也和同學一樣，一起「停課『不停學』」，不停地學習一些新事
物。例如，我運用Google Classroom發放教材、練習的技巧，比以前更加純熟
了；學懂了利用Google Meet進行直播教學；又在互聯網上搜尋有用的資料，學
會應用不同的方法，如使用Zoom、oCam來錄製教材，令我在資訊科技教學的應
用方面突飛猛進。
  期待已久，現在終於復課了。
  希望老師和同學，都有健康的體魄和愉快的心情來完成餘下的學期。

在學校進行直播教學
的情況

九真資優學院啓動禮於10月13日舉行。
  為了讓同學進一步了解農業地理概念以及強化試
題的答題技巧，地理科於2019年12月24日帶領中六
學生前往粉嶺鶴藪訪問農場。活動中，學生分成三個
組別分別向農夫對種植技術以及運作模式進行訪問、
了解土壤特質以及農場周邊環境對種植的影響。透過
進行訪問，學生能夠了解更多關於本地農業發展的知
識。此外，學生藉著使用不同量度儀器對土壤裏的水
分和營養進行研究，對比種植不同蔬菜對土壤的影
響。本次活動後，學生能夠將活動經驗應用於回答地
理科實地考察為本問題，提升公開考試表現。

    家 教 會 贊 助 學 校 舉 辦 的 年 宵 市
場，並有家長參與攤位活動。
  元宵節活動中，前家教會主席陳
詠儀女士將部分收益捐贈給家教會。

  家教會原定邀請職業治療師麥何小娟——「十優港姐」麥明詩的母親到
本校主持家長學堂，可惜因疫情關係未能舉行。不過，大家也可以先閱讀她
的這本著作。「十優港姐」麥明詩最近淡出娛樂圈，加入了跨國公司做商業
顧問。有學歷之餘，也有上進心，更難得的是與家人關係良好，我想有她這
樣一個女兒真不錯。究竟是如何培養的呢？有女兒的各位家長，以及任教女
校的我，實在應該一看這本書。
  香港普遍的父母著重子女的學業及智能發展，會為子女安排大量的補習
及課外活動，但本書作者就說到，其實比起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子女的上
進心、學習能力和態度。麥明詩在書中也表示：「讀書時只補習過一個科
目，回家會自動自覺做功課，也有閱讀的習慣。」原因是媽媽不單只注意她
的智力發展，還兼顧她多方面的發展，學習與人相處之道。除了建立專注
力、自信心、分析力、記憶力外，更重要是態度。
  作者提到寫作這本書的其中原因，是發現有些孩子長大成人後，變得太
自我中心，甚至罔顧他人，只求自己的利益，也有許多才十多歲的青少年，
遇到一點小挫折，就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又有一些年青人不願意找工作，
只想成功靠父母⋯⋯她認為之所以出現這些情況，是因為現代年青人害怕困
難，不懂面對逆境，抗逆力較弱。而其實解難能力、抗逆能力是可以培養，
也應該需要培養的。
  本書有很多值得大家學習的教養子女的方法，如培養基本能力、語文能
力、社交能力等，但作者認為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章 ——《「自由與權力的
博奕」藝術》。以下是摘錄一些我覺得作者對我很有啟發的見解：
  ——「有研究發現，過早得到太多自由與權力的孩子，成長後會更難適
應社會，無法面對社會上的種種規範。一個小朋友習慣擁有太多的自由，家
中每個人都寵著他，永遠以他的意願為先，升學後突然面對學校的規範、同
學的不遷就，他將會如何適應？他會覺得老師要求不合理，覺得在學校事事
不如意，甚至不願意上學。」

  ——「我的教育宗旨很簡單：父母要克盡己任，行使應
有的責任與權力，根據子女的能力，給予子女恰到好處的
自由，讓子女在合理的規範下成長。每當孩子長大一天，
所得到的自由就多一點，直到他長大成人。」
  ——「如果父母對孩子『俯首稱臣』，太過依從孩
子，那就會帶來他日無法管教的惡果。這是因為孩子已
經習慣了太過自由，很容易透過耍脾氣來得到他想要的
東西，長大後踏入社會，當自己不再是『王者』，就會
感到憤怒、無法適應，自我價值愈來愈低，覺得自己是失敗者。」
  ——「培養紀律性，也是對一個人的鍛鍊，讓他透過學會自我控制，訓
練堅韌的毅力，從而學習各項才能。」
  作者說得對，不能自我控制，又何來專心學習？自我控制的能力，是培
養記憶力和專注力等技能的重要基石。培養孩子養成自我控制的習慣，最終
目標是讓他們懂得自己管理自己，從而養成一定的紀律性；久而久之，不但
提升自我控制的能力，更能練成堅強的毅力。麥明詩提到選港姐期間，大會
的要求也很嚴格：不能遲到、早退、請假，甚至衣著也有要求，每天只能睡
四、五個小時，就是從小的訓練，讓她能捱得過。
  不過，作者也說到，當孩子面對失敗時，父母不要再加以批評，而應鼓
勵他們，不要因一次的失敗而害怕。有時，父母覺得子女難以管教，有許多
行為問題，很可能正是因為用錯了方法，在不適當的時候給予不適當的反
應，結果在不知不覺間，反而獎勵了孩子的一些不當行為，又或者錯誤利用
了處罰，挫敗了孩子的正面努力。
  教育是一門高深的學問，每個孩子各有不同能力和特質，教養的方法也
不同，希望透過家校合作，能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就讓我們一起向麥何小
娟女士取經，培養全優的真光女兒。

    今年對香港而言，實在是個考驗！先是社會事件，後來更因疫情而停課逾四個月，對學校、對家長，也是未曾經歷過的難關。不過，正所謂「有
危就有機」，經過這些事件，令校方和家長之間的溝通多了，更能了解學生及其家庭的需要，在家校合作下，能幫助學生在各方面的成長。

  停課期間，接到不少家長的電話及電郵，了解到家長和學生的需要、憂慮，也感受到家長對子女的關心和愛護，慶幸家長與校方的期望一致——學
生都能有健康的身心靈。因此，我們都能坦誠溝通，就停課期間的種種學生需要提供解決方法：老師開設網上教室，上載各科教學材料，拍攝教學短
片，後來為了培養學生的學習習慣及關顧，安排了網上實時教學，以及提供網上課外活動；班主任、社工不定期致電關懷同學；同學成立了傳訊小隊及
關懷小組，以whatsapp群組、電郵彼此慰問、代禱；送贈數據卡；送贈及借出手提電腦；提供經濟援助予有需要家庭等等。
  「患難見真情」，此言非虛。在疫情的陰霾下，更見人間溫暖。在校方盡力關顧同學及其家庭的同時，也有不少家長關心學校的情況：有家長送上
自設廠房製造的口罩，有家長提供免費的無酒精消毒噴霧服務，也有家長送上抗疫中藥包等。
  由於不能在校園見面，在停課期間，老師與家長、同學就要依賴電話、電郵、School App、學生平台（Portal）等，傳遞信息，彼此溝通。藉著這
個機會，我衷心感謝家教會委員擔當了校方與家長溝通的橋樑，收集並反映家長的意見，以及協助校方傳遞回應。希望將來更多家長能加入家教會，促
進家校合作，共同培育真光女兒，成為香港未來的主人翁。

好書介紹：麥何小娟《一張白紙到10優的培育經歷：我的女兒麥明詩》

疫情下的一道數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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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會務報告 (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
財政收支報告 

(2019年7月1日計至 2020年6月30日止)

 大家好！你們好嗎？

第三十九屆 (2018-2020) 委員名單
文 書：趙惠卿女士
    歐陽麗愛老師
康 樂：蔡立基先生
    鄒婉姬老師
聯 絡：蔣 濤女士
    黃鳳雯老師

家委心聲 

老師心聲 

家教會校本資助活動 
中六粉嶺鶴藪農業考察九真資優學院迎新

年宵市場

停課期間的家校合作

羅楚雲副校長

羅楚雲副校長



  家長教師會週年大會暨中一丶中二家長
會於2019年11月29日晚上舉行。雖然當時
社會氣氛處於緊張，但不少家長仍踴躍支持
出席。

  家長校董選舉於2019年10
月11日舉行，經過全體家長投
票後，順利選出家長校董陳振
寧先生及替代家長校董李凱茵
女士。

  家長踴躍支持中一丶中二家長
會，出席人數多達150人，家長積極
發言，與校方作出深入而全面的溝
通，整體氣氛非常良好。

  2019年12月15日為升中生資訊日，家
教會負責家長茶座，為家長、來賓、同學和
老師免費提供多款熱飲和小食，並與家長來
賓傾談，讓他們了解真光更多。

  一月份，校友戴翠芬到校
舉辦花藝班，教導家長為花卉
進行剪裁及擺設，大家也很享
受這次工作坊。

  為表達對全體教職員的
欣賞和支持，本校有熱心家
長 於 2 0 2 0 年 1 月 3 日 向 全 校
上下員工致送親手製作的曲
奇。當日由校長及家教會老
師、委員接受餽贈，大家都
感受到當中的美意。

  家長校董、校長、副校長、家教會委員(包括正、副
主席) 聯同各位義工於12月20日假家教會室舉辦了一場
簡單而溫馨的聖誕聯歡會，大家濟濟一堂，同感主恩。

  在疫症蔓延時，感謝熱心家長贈送教職員驅瘟疫香囊和口罩。

資訊日 致送曲奇予全體教職員

家長學堂

家教會聖誕聯歡會

家長教師會週年大會

花藝班

家長致送防疫禮物 致送禮物予畢業班

中一丶中二家長會

家長校董選舉   本年度有幸邀請了李伊瑩校長和香港優質家
長學會的何英儀女士蒞臨，分別主持10月19日的
「如意 vs 失意」講座及12月14日的「管與教的
特質」工作坊， 得到各家長熱烈支持。與會來賓
除了在融洽的氣氛下學習全人教育的方法外，也
深入分享了與子女溝通的技巧。

家教會活動花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