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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龍 真 光 中 學
家 長 教 師 會 會 訊

2022年8月

能在真光創校 150 周年的大時
代，擔任家教會主席暨家長校董，是
我的光榮，也是上帝的恩典。

數算主恩，容許我談談我和真光
的點點滴滴：
＊ 真光 115 周年，我剛進中一。校刊

上，很多老師獲得長期服務獎，
那時最厲害的老師已經服務了真
光二十五年，令我讚嘆。

＊ 真光120周年，我以中六大姐姐身份，擔任校刊編輯之一。
＊ 真光125周年，剛由大學畢業的我，是校友會一個小委員。
＊ 真光 130 周年，我是校友會副會長，也是真光四校校慶

晚宴的司儀之一。
＊ 之後的年頭，我結婚、生兒育女、撫養女兒成長。終於

等到我的女兒能夠進真光唸書了，也終於等到真光 150
周年。

人，會成長、發胖、變老。真光，也一直在蛻變，與時
並進。唯一沒有變的，是上帝的恩手一直帶領、照顧每一代
的真光人⸺包括學生、老師和家長。

真光，每一代都一樣，有很多服務年資極長的老師。
真光，不斷為學生開拓更多各展所長、發揮自我的機會。
真光，一直非常重視與校友、家長和各界持份者的聯繫。
衷心祝願家長們、同學們，一起懷著感恩的心，共同籌

備和慶祝 150 周年校慶的盛典。願榮耀頌讚歸於神，阿們。

2021年7月
• 中一家長講座於7月13日舉行，由心鈴輔導及生涯發展

中心張燕鈴輔導心理學家主講，講題是「如何協助女兒
適應中一生活」。

2021年8月
• 家教會推薦主席李凱茵女士、副主席項婉婷女士及委員

陳振寧先生成為九龍城區學校優秀家長。
• 於迎新日，再次與中一家長見面，宣傳家教會各項活動。

2021年10月 • 2021-23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於10月29日及11
月5日進行投票

2021年11月

• 家長教師會於11月5日，舉行2020-2022年度第40屆周
年大會及中一至中三家長會。

 2021-23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於11月5日下午7
時點票：

 李凱茵女士當選為2021-23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
 蔡立基先生當選為2021-23年度法團校董會替代家長校董。
• 家長學堂第一次聚會於11月12日舉行，題目是「理財教

育，從小開始」，主講嘉賓為家庭理財作家雷裕武先生。

2021年12月
• 家長學堂第二次聚會於12月11日舉行，主講嘉賓為資深

情緒心理學及輔導學講師余德淳博士，講題為「健康女
優才」。

2022年1月 • 家長學堂第三次聚會於1月22日網上直播，題目是「聽聽
孩子心底話：親子溝通有妙法！」，主講嘉賓為家庭發展
基金總幹事資深親子及婦女教育工作者羅乃萱女士。

2022年2月
• 家長學堂第四次聚會於2月12日網上直播，主講嘉賓為

教育心理學家、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副校長何仲廉先
生，講題為「和諧家庭 親子之道」。

2022年3月
• 家長學堂第五次聚會於3月5日網上直播，主講嘉賓為九

龍真光中學（小學部）林翠屏校長，講題為「抗疫？抗
逆！」。

2022年5月
• 家長學堂第六次聚會於5月28日網上直播，主講嘉賓為

循道衛理優質生命教育中心總幹事陳穗女士，講題為
「教出不怕失敗的孩子」。

2022年6月

• 於6月進行家長也敬師運動。6月6日早會時間派發謝師
咭，請老師提醒同學，由家長填寫後交回，經班主任收
集。最後交回受到嘉許的老師。

• 籌備家教會會訊，將於八月初派發。

顧  問  李伊瑩校長
主  席  李凱茵女士
副主席  羅楚雲副校長
財  政  蔡立基先生
  黃君儒老師

前家教會主席陳詠儀女士前家教會主席陳詠儀女士
不知不覺，原來我與真光的情誼，已踏入第十個年頭，

但仍好像昨天才陪伴活潑可愛的女兒入讀一般。2012 年，
我帶著女兒來到了真光這個温馨的家，認識了校長、老師和
家長，亦透過家長教師會這個平台，一起參與活動和分享。
最難忘的，是能與校長、老師、家長在分享會中深情對話，
以及在旅行、會員大會、盆菜宴等聚會，樂也融融！女兒畢
業後，回來聚一聚，有時還會跟我開開心心地分享一起當義
工的點點滴滴。另外，我很榮幸能成為榮譽會員，可以繼續
支持學校和家教會。謝謝！

當這份十年情倍大了 15 倍時，便是 150 年⸺一份極
為深厚的底蘊。今年在新冠疫情的新常態下迎接真光的校
慶，感覺很不一樣：近年疫情反覆，各人要保持社交距離，
所以這兩年相聚的時間少了，亦減了很多互動互聯的實體活
動，有點無奈！幸好現今是 e 世代，大家仍可以透過不同的
媒體拉近一點距離。而今年正是真光 150 周年校慶，在此，
祝學校桃李滿門，各位真光人身體健康！

                                家教會委員蔡立基先生                                家教會委員蔡立基先生
今年，真光將迎接第

150 周年校慶。面對反覆的
疫情，學生目前只有半天
課，未能全天上實體課學
習，幸好她們仍努力堅強地
面對各種挑戰。

迎 接 校 慶 的 首 份 禮
物，就是中學教學語言「微
調」。明年，九真中學將「上
車」全開英文班。打從小女
入讀九真小學一年級開始，亦是首屆開始用英文教學
時，李校長就已表達她對九真中學實施全英教學的教
育願景，以閱讀帶寫作，提升英文水平。回想當天在
入學講座聽李校長的演詞，差不多 10 年前的諾言，恭
喜九真今天終能實現了！

另一份禮物就是聯校運動會。這是聯繫真光各校
感情的機會：四校各派出真光健兒們參加，讓四校的
真光運動員代表，有機會在運動場上互相交流，分享
日積月累的努力練習成果，發揮真光女兒的堅毅力
量，得到獲獎的機會和肯定。當日，真光更難得地邀
請到充滿拼搏鬥志和不屈精神的香港劍擊代表江旻憓
小姐，分享她劍擊生涯的苦與甜、熱血和勵志，激勵
在場的真光女兒。150 周年校慶，遇上疫情籠罩，學
生需要戴口罩蓋面上課。我的女兒現就讀中五，多上
半天課，每星期只安排到有兩天全日課。DSE 課程
廣闊，但學習從沒有說夠或不夠，反而可能是藉着疫
情，帶來一次難得的體驗、不是每個人一生都能碰上
的機遇⸺正如女兒在中六畢業前，能碰上 150 周年
校慶，是機遇？機緣？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好的種
子能栽種成樹，才能有今天的茂盛。期望下個學年，
學生能回復正軌，重過正常校園生活，不需每天戴上
口罩，讓真光女兒開心活潑的笑容重現。

家教會委員林書華女士家教會委員林書華女士
今年是我第二年擔任家長教師會委員，當中認識

了其他家長委員及義工，大家都熱心參與家教會的活
動。

透過家委會，真光提供了多一條溝通渠道，讓家
長更加認識學校，也可分享作為家長的喜與憂。

過去疫情嚴峻，
家教會仍成功邀請多
名專業嘉賓，舉辦一
連串精彩講座，分享
育兒心得，深受家長
歡迎。

希望疫情快過，
期待與大家多一點接
觸、見面，甚至一起
去大旅行！

承蒙家教會統籌黃鳳雯老師邀稿，以賀真光百五周年校
慶，我欣然答允。

早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本校家教會已成立，在當時教育界
頗為少見，可謂走在時代之先。1961 年本會正式註冊，會章編
定，推行家長委員選舉。余生也晚，只能在舊校刊一窺當日活
動大概。

1998 年，我被同工推選為老師委員，就開啓了與家教會
的廿載情縁。2000 年，陳婉嫦校長委任我為首屆家教會統籌
老師，自始我與歷屆委員一起殫精竭慮推展會務，安排合宜活
動，讓中小學的家長、學生都能得益。

家教會的活動多樣化，既舉辦家長講座、不同康樂活動、
興趣班、暑期英語班等，也出版會訊、提供奬學金、訂製畢業
同學紀念品……大型活動往往有幾百人參加，單在安排上已費
煞思量。每年的會務報告，項目多達三、四十項。

在我的記憶中，有幾個活動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猶記得有
一年的聖誕聯歡晚宴，有委員任職酒店，將其經驗帶來學校，
也在操場上空，利用二樓四周的欄杆，舖設掛滿燈飾的電線，
縱橫交錯，幾個晚上才完工。當聯歡晚宴燈飾點亮時，操場上
空恍如萬點星光閃動，蔚為奇觀，倍添佳節氣氛！至於禮堂內
的長枱擺設，一如電影《哈利波特》般的場面。由於有太多參
加者，所以連課室都要徵用，熱鬧歡樂。

新春團拜嘉年華又是另一亮點，幾百名家長、親友、師生
聚首校園，其樂融融。有家長當財神派發金幣，有美食供應，
更有攤位遊戲、文娛表演。末了，豐富大抽獎把氣氛推上高
峰。參加者盍興乎來，滿載而歸。

兩日一夜的廣州白鶴洞真光尋根團也值一記，透過探訪，
參加者認識到真光歷史，對先賢的辦學精神與艱辛經營肅然起

敬，以至明白到今日的
偌大校園、完善設施和
成就均得來不易。

2011 年，在李伊瑩
校長的領導下，中、小
學家教會分家，自此活
動更能精準對應不同階
段家長的需求，除一般
項目外，更開設各級家
長座談會（中一新生家
長尤其踴躍參與）、家長茶座、與校長對話、家長團契、佈道
會、家長學堂、家長義工、盆菜宴、午膳飯盒試食會等。此
外，校本資助各科組資金增多，有利學生的發展。這些活動在
在都能促進學校及家庭之間的緊密聯繫，為真光女兒提供健康
及愉快的成長環境。

2017 年，法團校董會成立，家長有更正式的渠道參與校
政。自此，家長校董能參與學校行政管理政策的制訂，肩負起
管治學校運作及發展的角色，與來自不同背景的校董一起群策
群力，一同提升學校的教學效能。

往事如煙，縱然家教會會務繁重，常要在課堂時間外開
會、籌劃及參與活動，收穫卻是豐盛的，令我增長了與人相處
之道，也學習到籌辦大型活動的經驗。九真情濃，至今仍有昔
日委員、家長邀約聚會，共話家常。總的來說，家教會的成功
端賴校長的帶領，各委員的通力合作、努力謀劃，家長、老師
及同學的積極參與。在此祝願家教會會務更上層樓，迎來美好
的下一個百五周年。

前家教會統籌鄒婉姬老師前家教會統籌鄒婉姬老師
九龍真光家長教師會歷史悠久，早於 1961 年已成立，宗旨為促

進家庭與學校合作，加強家長與學校的聯繫。真光更是一所具有悠
久歷史的學校，150 年，相信在香港也不多吧！ 

回望在九龍真光任教的日子，我很享受與學生分享自己在家政
科的心得；能與學生建立亦師亦友的關係，也是十分珍貴的。透過
家長教師會，讓我認識不少家長，包括家長委員及義工，大家一
起籌辦、推行及參與家長教師會的各項活動，讓我能近距離接觸家
長。由於我任教家政科，初中的學生必定上過我的課堂，所以與家
長的互動也有一定的聯繫。透過溝通、理解學生的成長背景，我能
夠更了解學生的需要，相處也變得更容易。

在此我感謝與我同工的家長委員，你們全心投入與熱心參與，
事事以學生的喜好及成長需要為先，也配合學校的教學及發展方
向，讓事情做到盡善盡美。此外，你們也花了不少心思，加強彼此
對活動的參與及聯繫，團結參與活動的家長委員、家長義工、校友
家長及現在就讀的學生的家長。令我回味的，是與家長委員開會後
共進晚餐時，大家分享教養心
得及生活點滴。不少校友家
長，在女兒畢業後，仍繼續熱
心支持學校，包括做義工及捐
獻。在我退休時，不同屆別的
學生家長為我餞行，這份真光
情，銘記於心！家長教師會有
賴大家的支持與參與，繼續為
培育下一代德、智、體、群、
美而努力！

會務報告 (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 

財政收支報告1/7/2021-22/6/2022

秘  書  林書華女士
  陳家慧老師
康  樂  黃鳳雯老師
聯  絡  陳振寧先生

主席李凱茵女士

 前家教會統籌葉國全老師 前家教會統籌葉國全老師

主席的話

第40屆 (2020-2022年度) 
委員名單

家委心聲——賀      周年校慶150
往事如煙 九真情濃 往事如煙 九真情濃 

回憶真光點滴  回憶真光點滴  

 家教會委員陳振寧先生 家教會委員陳振寧先生
愛讓我們走在一起。
首先恭賀真光創校 150 周年，感恩 6 年前來到九龍真光中

學，遇上每一位。
小女於 2016 成為九龍真光中學的學生，本人有幸出席

2019 年九龍真光中學的 70 週年校慶活動。2022 年，小女將
會完成 6 年的中學階段，剛好是真光創校 150 周年。

過去 6 年先後出任家教會財政、家長校董、主席和聯絡，
認識在校家長和校友的家長，透過籌辦及出席不同的活動，互
相學習，互相成長，為家長、
老師和同學出一分力。這 6 年
也是我的人生成長的見證，看
到天父的大愛，以光引路，借
本校的願景 讚美主：

滋長正義的根本
孕育美善的蓓蕾
綻放智慧的英華
傳揚主愛的芬芳
最後以最真誠的愛，適逢真光創校 150 周年，感謝天父，

祝福每一位，祝願真光栽培更多美善智慧的女兒，愛世上一
切，如天父愛我們。

天父引路百五載，真理光信為英才
天父祝福百五載，美麗善良花盛開
天父慈愛百五載，智慧女兒傳大愛

愛讓我們走在一起 愛讓我們走在一起 

校慶的禮物校慶的禮物 真光十年情 真光十年情 

一點心聲一點心聲

                                          前家教會副主席蕭秋綺女士前家教會副主席蕭秋綺女士
回想九年前，送女兒進入此校

園，轉眼間她在英國也快要完成
大學學位課程，投身社會，真的
不得不說時光飛逝！

學校除了教導女兒課本上的
知識外，也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

培養同學們之間有互助互愛的心。就像
女兒去年在大學內，巧遇上低她一屆的師妹：能在異
地碰上熟人，就如見到親人一樣，份外親切。她們更
發揮了真光關愛之心，互相照應和幫忙，除分享一個
人在外地生活的點滴，或如何適應大學生活等等外，
更在封城日子裏，互相扶持，共度艱難的時刻。每當
坐下來相聚時，她們還滔滔不絕地暢談昔日的校園生
活，可見她們仍懷念在真光的美好時光。

除了學生外，學校也照顧到家長的需要。學校及
家教會經常舉辦不同活動，例如：義工活動、講座
及茶聚等，將一班家長連結在一起，交流培育子女的
心得等等。透過這些聚會，我認識了一班談得來的家
長，從而演變成為老朋友，現在仍時常會出來聚會，
暢談生活近況。

不經不覺，今年是真光 150 周年慶典，在此祝福
真光中學桃李滿門，真光女兒在社會上發光發亮，而
家長們也能繼續配合及支持學校，生活愉快！

真光恩 真光情  真光恩 真光情  

收入 支出
摘要 金額HK$ 摘要 金額HK$
會費 38,340.00 獎學金 10,000.00
教育局津貼 25,780.00 校本活動資助 4,375.20
銀行利息 7.30 本會活動 949.50

畢業學生紀念品 8,100.00
家校合作活動（一） 3,000.00
家校合作活動（二） 7,000.00
家長學堂 15,500.00
中一新生家長講座 3,000.00
雜支 212.00

合計 64,127.30 合計 52,136.70

盈餘／（虧損） 資金
累積盈餘 280,171.23 定期存款 76,545.70
本年度 11,990.60 儲蓄存款 112,228.53

零用現金 1,973.50
支票戶結存 101,414.10

合計 292,161.83 合計 292,161.83



家教會活動花絮家教會活動花絮 家教會校本資助活動家教會校本資助活動

宗教組於 2022 年 6 月 6 日至 10 日舉行宗教周，
有佈道會、攤位遊戲、詩歌點播及祈禱會等，有不少
同學決志信主。宗教組與望覺堂合辦初信栽培及細胞

小組等。家教會資助了試後活動，加強了同學在主
內的聯繫，滋養同學的心靈。

望覺堂劉宣教師（左）在佈道望覺堂劉宣教師（左）在佈道
會中分享，感動人心。會中分享，感動人心。

為讓學生明白戰爭所帶來的禍害及加強價值觀教
育，是次活動以「戰爭與和平」為主題，不同人文學
科於小息及放學後舉辦展覽及攤位遊戲。透過探索式
體驗活動，使學生了解和平的重
要。是次學習經歷不但擴闊學生
視野，透過代入守軍角色了解抗
日戰爭的歷史，更有助培育學生
的同理心和正面價值觀，讓同學
能易地而處，並肩同行。

2022 年 5 月 16 日為本校「水果日」。為推廣
健康飲食，環保及健康教育組舉辦「班際水果入

饌⸺健康下午茶」
食譜設計比賽，各
級設優異奬 1 名，
得奬班別為一信、
二信、三信、四理
及五信。

水果日水果日

疫情下應考文憑試，今年的中六
同學份外不容易！學校為中六同學打
氣，舉行了多項活動，包括「Chicken 
Soup for DSE Fighters」、 惜 別 會
等。家教會資助活動，並致送畢業真
光妹予中六同學，為中六同學送上關
懷和祝福。

Chicken Soup for DSE Fighters，Chicken Soup for DSE Fighters，
中六生著上畢業袍拍照。中六生著上畢業袍拍照。 畢業旅行畢業旅行

家教會致送畢業真光妹家教會致送畢業真光妹
予中六同學予中六同學

燈操表演是中六同學的畢業活動，分為各班及全
校表演兩部分，以歌曲配合燈光和圖形編排動作。同
學盡心盡力編排及表演，齊心協力為中學生活留下美
好的回憶。

中一開社及音樂劇是學校年度盛事，於 2022
年 7 月 22 日舉行，演出劇目是《Little Women》。
家教會除資助活動外，更組織了家長義工，在當日
替演員、舞蹈員化妝，令演出更盡善盡美。

中六級（體育科）燈操中六級（體育科）燈操 中一音樂劇中一音樂劇

中一音樂劇全體同學，齊心協力，樂也融融。中一音樂劇全體同學，齊心協力，樂也融融。

人文學科周2021人文學科周2021
(主題：戰爭與和平)(主題：戰爭與和平)

為中六同學打氣活動為中六同學打氣活動

福音活動福音活動

福音活動，彼此代禱。福音活動，彼此代禱。

家長學堂

家長教師會於 2021 年 11 月 5 日，舉行 2020-2022 年度第 40 屆
周年大會，約 200 位家長出席。當日，進行 2021-23 年度法團校董會
家長校董選舉，李凱茵女士當選為家長校董，蔡立基先生為替代家長
校董。

周年大會結束後，舉行了中
一及中二家長會，亦為中三家長
安排優化高中課程、選修科簡介
及選科輔導。當晚大會及講座

均有助促進家長及學校的交
流，搭建家校溝通橋樑。

於 2021 年 7 月 13 日，舉辦中一家長講座，
邀請了心鈴輔導及生涯發展中心張燕鈴輔導
心理學家主講，主題為⸺「如何協助女兒
適應中一生活」。是次活動約有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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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家長講座

健康女優才

2021年12月11日 2021年12月11日 
資深情緒心理學及輔導學講師資深情緒心理學及輔導學講師
余德淳博士主講余德淳博士主講

和諧家庭 
親子之道

2022年2月12日2022年2月12日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副校長 何仲廉先生主講副校長 何仲廉先生主講

聽聽孩子心底話：
親子溝通有妙法！

2022年1月22日2022年1月22日
家庭發展基金總幹事家庭發展基金總幹事
羅乃萱女士主講羅乃萱女士主講

理財教育，從小開始

2021年11月13日 2021年11月13日 
家庭理財作家 雷裕武先生主講家庭理財作家 雷裕武先生主講

教出不怕失敗的孩子

2022年5月28日 2022年5月28日 
循道衛理優質生命教育中心總幹事循道衛理優質生命教育中心總幹事
陳穗女士主講陳穗女士主講

第40屆周年大會及中一至中三家長會

2022年5月3日 2022年5月3日 
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九龍真光中學（小學部）
林翠屏校長主講林翠屏校長主講
抗疫？抗逆！

本年度本會一共舉辦了六次家長學堂，分享寶貴
親子溝通技巧及經驗，氣氛愉快，亦促進家校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