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mid the pandemic, together with all 
the problems and troubles we face on 
a day-to-day basis, we remember the 
school motto “Laus Deo Semper” which 
means “Praise God always”. Having 
this mindset gives us hope that things 
will get better. Let us look for those 
rays of sunshine and see the goodness 
the world has to offer.

Brother Michael

[後疫情新常態].2020-2021疫情仍然持續，家

教會大部分活動都未能舉辦了....

[網上家長加油站].當晚氣氛極為溫暖，各位

家長積極交流心得，大家都彷似幾年不見，

話題不斷....

[實體課vs網課].當初由實體課轉變成網課的

當刻，頓感非常困難，因為現實是殘酷的，

求學一定要求分數....

[畢業禮].就製作畢業卡這事情上，雖然一張

卡看似不像是甚麼貴重的東西，原來當中卻

蘊含著.... 

教育新模式教育新模式
家校迎挑戰家校迎挑戰

修士寄語

詳情請瀏覽 家教會網頁



This school year saw a mixed 
mode of on-line classes and 
face-to-face classes combined 
again for a second consecutive 
year. Students and teachers are 
becoming more familiar with 
on-line lessons in the second 

year of pandemic. Whenever face-to-face lessons are 
possible, the school has tried to arrange such lessons to 
facilitate effective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on.

While many of the inter-class and inter-school 
competitions were cancelled over this past year, we still 
managed to grab a few of those trophies.

Thanks to the generous donations from a group of 1972 
old boys, our library was refurbished with a total new 
look after being closed for several months. The new 

library provides ample space and modern facilities for 
studying and discussion. I hope our students will make 
good use of the new facility.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Mr Alan Chan and Cynthia 
So, and all the committee members and volunteers who 
have helped the association during this difficult period 
for their hard work.

LAU Po-Wah Chris
(Supervisor)

Message to parents 校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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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Parents and Guardians of CSK,

Greetings in St. La Salle!

I wish you and your loved ones good 
health.

It has been a tough year for all 
of us. So many uncertainties and 
adjustments came this school year. 
Unfortunately, we’re not yet out of 
the woods.

As parents and guardians, the 
struggles you face are very real. 
You have to be more engaged with 
your son in his studies at home, and 
at the same time constantly check 
with CSK for school updates and 
all the adjustments attached to it. 
You may feel helpless when you see 
your son struggling to cope with all 
these pressures. Though we know 
that sometimes home isn’t the best 
or most conducive place to study, 
you try your best to provide your 
son with the best possible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this, I highly 
commend you all!

Amid the pandemic, together with 

all the problems and troubles we 
face on a day-to-day basis, we 
remember the school motto “Laus 
Deo Semper” which means “Praise 
God always”. Having this mindset 
gives us hope that things will get 
better. Let us look for those rays of 
sunshine and see the goodness the 
world has to offer.

You supported us from the beginning 
with the home-school cooperation 
programs and we are truly grateful. 
The role of parents and guardians 
in the lives of these boys is more 
important now than ever.

We have survived this year, and 
while we don’t know what the next 
school year will be like, we are more 

prepared and for sure we’ll be able 
to endure it as well.

Thank you for journeying with us 
and supporting us in relation to your 
son’s educational goals. If you need 
anything,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ask 
the school for assistance and we’ll 
give to the best of our capacities.

Thank you very much!

Laus Deo Semper!

Blessing from Brother Michael 修士寄語

We are resilient. We did not 
give up. We’ll get through 
this. We helped these boys 
entrusted to our care to 
adapt to the new normal 
way of learning.

Brother Michael



Embracing the reality and 
uncertainty of the pandemic. 

李寶珠副校長、黃永坤老師多
年來的貢獻良多。本會特別致
送記念品~保溫杯予即將離任的
兩位以及社工吳錦騰先生和榮
休的梁淑儀副校長。 

experience in supporting their children’s development. In 
line with this, we revamped our PTA homepage and added 
a home-school cooperation section. 

Students learn best when the significant adults in their lives 
work together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them. This was 
really true during the suspension of in-person classes. We 
have strived to help students learn from home and adapt to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ir school lives. We thank parents 
for their support and the connection they have with the 
school. Together we have helped our students build the 
courage, adaptability and resilience to embrace the reality 
as well as the uncertainty of the pandemic.

The end of the 2020-21 school year is drawing near. It is 
time to bid farewell. Ms. Fiona Lee and Mr. WK Wong, 
committee members of our PTA, will be leaving us to 
pursue their personal goals and aspirations. In addition, 
Mr. William Tong has served as Parent Manager for 
three consecutive terms, the maximum number by the 
constitution. We thank them for their long service and 
commitment to their duties. They will be missed but never 
forgotten. We wish them a wonderful new chapter and lots 
of joyous time with their families.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we look forward to a new 
school year wi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LEE Ting-Leung
(Principal)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hugely impacted our 
school life. Mass events such as morning assembly, 
swimming gala, athletics meet, inter-class and inter-school 
competitions were suspended. 

Despite the difficulties and restrictions, our PTA took 
the initiative and held its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nd election of committee members by live broadcast 
through Microsoft Teams. The event was successfully 
held and we gained a valuable experience in broadcasting 
live events.  

Parent education is our priority this school year. The school 
and PTA have organised a number of workshops and 
talks for our parents. We have also made use of resources 
of home-school cooperation in the community to keep 
parents informed of parenting skills and let them share their 

Principal’s Words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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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疫情仍然持續，家教會

大部分活動都未能舉辦，但仍然與

學校並肩面對挑戰。

原本十月舉辦的「中一家長教師茶

聚」和十二月舉辦的親子活動「聖

誕聯歡燒烤晚會」都被逼取消了。

我們留意到很多家長都長時間留在

家裏，所以舉辦了兩次「網上家長

加油站」，讓家長們可以舒口氣，

互相交流一下，打打氣。

踏入下學期，疫情終於稍為緩和，

三月舉辦了一次難得的實體活動-家

長日講座，讓家長保持正向思想及

心情。

由於學生只有半天上課，我們把心

意卡活動改為「用行動說『謝謝』

校園感恩活動」，讓同學創作藝術

作品向身邊人表達謝意。而我們為

了表達對老師的心意，也特別贈送

口罩香薰鈕給學校教職員，送上暖

意。

到了七月，我們繼續在「中一新生

註册日」提供協助和舉辦簡介會，

更加建立了通訊羣組，令到新生和

家長更加安心。

在這段疫情新常態時期，多得每位

委員及所有家長義工們的付出，互

相扶持，一起渡過艱難的日子 。  

在家教會已經三年了，第二次擔任

主席職位，希望能繼續努力參與家

教會的工作及支援學校。

最後，謹祝陳瑞祺(喇沙)書院桃李

滿門，家長教師會百尺竿頭更進一

步。

陳偉倫 主席
(中三學生家長)

Chairman’s Words 主席的話

永遠榮譽會長：	 沈永康先生、劉惠平先生、

	 	 黎寶芝女士

主席：  陳偉倫先生

副主席：  蘇佩琳女士、李寶珠副校長

司庫：  吳麗娥女士

稽核：  何藹琳老師

秘書：  羅日梅老師、陳嘉裕老師

其他委員：	 吳卓霖女士(康樂及總務)、蕭志偉先生(康樂及總務)、

     吳霧蘭女士(聯絡)、黃兆誠先生(聯絡)、

     黃志堅老師(康樂)、黃永坤老師(聯絡)、

     謝家佩老師(總務)

顧問委員：	 李丁亮校長、李淦倫先生(舊生)、

     吳錦騰先生(社工)、譚兆舒女士(社工)

附屬會召集人：    柯振澄先生(前副校長)、陳詠儀女士(舊生家長)

第二十二屆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家教會主辦活動

第23屆執行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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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初，當時疫情持續了一

段時間，網課也一直持續，家長

義工們也很期待何時可以見面，

所以家長教師會於2021年1月24

日及2021年1月31日分別舉辦了

兩次網上「家長加油站」活動，

以網上小組會議形式為各位家長

義工打氣，讓大家藉此機會互相

傾訴，分享教育子女心得並在學

校相關事宜上交流意見。

第一次的網上家長加油站由家教

會主席和我一起主持，當晚氣氛

極為溫暖，各位家長積極交流心

得，大家都彷似幾年不見，話題

不斷，由疫情中如何與孩子溝

通，如何協助孩子溫習到父母與

子女溝通方式……無所不談，在

學校的屋簷下，大家都是親密的

家人，感謝學校，感謝家長教師

會，為大家帶來溫暖的家。

蘇佩琳 副主席
(中三學生家長)

家長加油站家教會主辦活動

7月7月
•	50周年校慶綜藝晚會(因疫情取消)
•	第十八屆九龍城區學校「優秀家長」嘉許禮
		(因疫情取消)

7月5日7月5日
•	畢業典禮

7月8-9日7月8-9日
•	2021-22年度中一新生註冊日

8月21日8月21日
•	中一新生家長
		迎新日(網上發佈)

•	第二次家長講座

8月28日8月28日
•	第二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六次會議
•	50周年校慶晚宴(因疫情延期)

9月25日9月25日
•	家長講座：
「高中畢業生的本地及海外升學選擇和途徑」

10月10日10月10日
•	第二十二屆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
•	第二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一次會議
•	第八屆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

10月10月
•	中一家長教師茶聚(因疫情取消)

11月7日11月7日
•	第二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二次會議

11月22日11月22日
•	九龍第205童軍旅51周年旅慶

12月12月
•	聖誕聯歡燒烤晚會(因疫情取消)

12月5日12月5日
•	中一入學簡介會
		(網上發佈)

 第二十三屆家長教師會活動 第二十三屆家長教師會活動

1月1月
•	班際陸運會打氣(因疫情取消)

1月16日1月16日
•	第二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三次會議

1月23日1月23日
•	九龍城區聯會第十九屆家長教師周年大會

1月24日1月24日
•	「家長加油站」第一次活動
1月31日1月31日

•	「家長加油站」第二次活動

3月27日3月27日
•	第二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四次會議

3月28日3月28日
•	家長日講座：「正向心理學」

5月14日5月14日
•	感恩活動：「用行動說謝謝」
	
6月5日6月5日
•	第二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五次會議

6月5日6月5日
•	敬師活動

20202020 202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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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卡系列]

由於疫情的關係，大家都
要長期戴上口罩，今年PTA
特意為所有教職員送上一
個磁性香薰鈕，希望能
讓他們在上課時帶來清
新空氣，舒暢心情。

 面對全新的環境，我和仔仔

內心都忐忑不安，同時也充滿了期

待。年內參與了各類講座及工作

坊，加深了對學校的了解，感覺獲

益良多，疫情之下實屬不易。

在此衷心多謝義工組及社工的用心

安排，多謝PTA各位熱心家長義工

的無私奉獻！

高媛(中一學生家長)

 兒子在陳瑞祺(喇沙)書院讀

書四年，即將升上中五，我想借家

教會會訊向老師和他的同學、家長

説聲「謝謝」。

我兒子因為有語言障礙，小時候性

格一直比較內向，説話不多，但進

了這中學後，看到他明顯開朗了。

他告訴我們，校長很好、老師很

好、同學很好，他很開心。有一次

學校開放日，看到他在講台上淡定

朗誦，我們非常開心。

謝謝校長、謝謝老師、謝謝同學

們，感恩兒子上了一所好學校，感

恩遇見好校長、好老師，祝福學校

越辦越好!

陳翠明(中四學生家長)

 小兒在陳瑞祺(喇沙)書院就

讀一年級，即將升上二年級了，我

衷心向校長、老師說聲謝謝。

我兒子是個患有過度活躍症的孩

子，在學校經常犯錯、搗亂，讓老

師費心，辛苦了。過去一年上學不

多，但每次放學回來總是心情愉

快，表示很喜歡上學。他常常與我

分享學校的事情，他說校長、老

師、師兄很友善，很有愛心，當他

做錯事時，老師還是輕聲細語地鼓

勵他努力做到最好。

感恩校長、老師教導我兒子知識，

带領他走向正路。

祝願學校這盞引路明燈培育更多優

秀人才。

梁沛瓊(中一學生家長)

家長也敬師家教會主辦活動

n CSK-PTA Newsletter 2021



兒子正是來年DSE的考生，

作為高年級家長的我，和大

家一樣，在疫情開始的時候，對

未來感到迷惘和不安。因為在疫情

的籠罩下，就像身處在伸手不見五

指的黑暗當中，實在令人很擔憂。

回想起當初由實體課轉變成網課的

當刻，頓感非常困難，因為現實是

殘酷的，求學一定要求分數。對我

而言，感覺上網課一定難以集中精

神，受情緒影響更容易分心，在家

中的環境誘惑比學校更多，看到兒

子要花很長時間才能適應，實在很

疼心……作為家長，我可以做的就

只能是用心從旁默默支持和鼓勵，

盡力安排及處理其他的問題，例

如：讓他身體健康、衣食無憂、財

政充足，不要令他感到任何壓力。

與此同時又覺得每位老師和學生都

很了不起，面對大家從未想過的難

題，仍然可以闖過重重困難和障

礙，克服疫情帶來的不便，成功跨

過學習上的難關。

最後，我相信依靠神的眷顧，加上

學校、校長、老師和學生們的通力

合作，發揮互助精神，大家一起為

目標努力和奮鬥，難題最後都可迎

刃而解，前面一定有光明的降臨。

希望大家抱有希望，明天會更好!

吳霧蘭委員
(中五學生家長)

“張開你的帆，乘風破浪去，
“張開你的帆，乘風破浪去，
   把我的祝福，掛在桅桿上”   把我的祝福，掛在桅桿上”

2021年畢業卡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殷殷期望, 滿滿祝福

自2009年起，家教會每年送給
中六畢業同學和老師們各款別
出心裁的畢業卡及感謝卡皆出
自一位舊生家長–Debby（陳
崇意女士）之巧手。從設計、
選材、剪裁、上色、到合併等
等，一連串繁瑣的製作步驟，
全程一手包辦，每張卡片都花
了不少心血、精神及時間。而
成品手工之優良、設計之精
美、承載之心意，實非其他商
業產品可比。

在2020年能成為家教會委員之一是

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情，雖然在上

一年到現在都受到疫情影響，家教

會在學校內舉辦的活動不是太多，

有些需要延期或取消，但家教會和

學校的互動仍然是繼續的。

就製作畢業卡這事情上，雖然一張

卡看似不像是甚麼貴重的東西，原

來當中卻蘊含著一份家長對老師和

同學們多年以來厚重的情誼，無償

的奉獻。

今天有幸與各委員一起參與畢業卡

的製作工序，才明白到在「陳中」

的大家庭內，一直都有著一班熱心

而又多才多藝的家長，在各項活動

上都付出了不少時間和努力，突顯

了各委員和義工們對老師和同學們

的心意。

我期待大家繼續和學校攜手合作，向

前邁進。

蕭志偉委員
(中一學生家長)

[畢業卡系列]

 Debby
(前副主席)

Venus
(永遠榮譽會長)

Galaxy
(前主席)

2012

2021年感謝卡

201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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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最佳進步獎全年最佳進步獎
Most Improved StudentsMost Improved Students

畢業生謝師宴畢業生謝師宴
禮物禮物

S6 GraduationS6 Graduation
Dinner giftsDinner gifts

語文科語文科
最佳表現獎最佳表現獎

Award for Best Award for Best 
Performance in Performance in 
Languages forLanguages for
S1-S5 onlyS1-S5 only

各年級得
獎同學與
其家人共
同分享榮
譽 與 喜
悅。

2020-2021家教會贊助活動

感恩活動家教會主辦活動

用行動說「謝謝」

每個人的思想不同，表達感情的方式也會不同。

只要是真心實意去做，感恩的方式不分大小和

形式，都是有價值的，都是藉得表揚的。是故

本年度校園感恩活動，鼓勵家長及同學創作一

份以表達「感恩」為主題，但不限形式及不限

感恩對象的藝術作品，用行動來表達謝意。凡

衷心表達謝意的參與者，皆有獎勵。

同學們的作品有真情實意的、有別具心思的、

有創意新奇的、亦有機靈取巧的。勿論如何，

活動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保持一顆感恩的心

及坦然地將謝意表達出來。 

各組別得獎同學

參與獎得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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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駒過隙，猶記三年前我亦是在

「中一新生註冊日」這個活動裏，

首次體會到「陳中」家教會委員及

家長義工們的熱誠及大愛。

有感於在註冊日新生與家長們踏入

一所新學校時必然會有的那份既緊

張興奮又忐忑不定的心情，家教會

每年都主動擔起了「註冊程序」的

輔助工作，例如：派發註冊資料、

講解資料內容，提點各項入學特別

事宜、解答家長疑問等等。

自去年疫情起，家教會主動建立了

各年級的社交群組，並積極呼籲家

長加入其中，務求令每一位進入

「陳中」的新同學及其家長求助有

門，能盡快適應和融入學校生活。

吳卓霖 委員
(中二學生家長)

中一新生註冊日家教會協助活動

於28/3/2021校方及社工舉辦了一

場「正向心理學」講座，誠邀香港

城市大學–正向教育研究室郭啟晉
先生主講，與大家分享家長與學生

在溝通與教育方面的正向思維，名

額有限，當日有很多家長及子女一

同出席。

當日講師郭先生與大家分享何謂正

向心理，通過不同的例子解釋讓大

家明白處事及溝通方面向好的方面

思考及處理，從而加強家長與學生

互相溝通。其中有好些例子令我印

象深刻，例如講師提出鼓勵的效果

總是比加壓好，提醒家長不要只顧

留意子女的錯處，同時亦要欣賞子

女的優點。

當日講座我覺得對家長及同學非常

有幫助，講師內容十分充實，講師

與家長及學生之間互動反應非常之

好，如日後再有同類講座我一定會

建議各位家長及同學積極參與。

黃兆誠 委員
(中一學生家長)

家長講座「正向心理學」家教會協助活動

n更多資訊，盡在家教會網頁 https://pta.csklsc.edu.hk



Parent's Sharing 家長分享

孩子長大了……

問：「起身了，快遲到了，還不起床就趕不     
........上車子了。」
答：「你好煩……！」

問：「記住食早餐啊！著多件衫啦！」
答：「你好煩……！」

問：「完成功課了嗎？肚子餓嗎？今天晚餐     
........想吃什麼？」
答：「你好煩……！」

問：「還看手機？快上床睡了，不然明天又不     
........願起床了。」
答：「你好煩……！」

以上對話似曾相識嗎？若你也認識

上述的對話，現在你有何感覺？

無奈？諷刺？還是已經沒有感覺

了？因為已經是習慣的問，也是循

例的答。雙方都聽到麻木，一切都

已經變得無感情及無意義了。

其實，人與人的相處只是局限在言

語上的關心嗎？又或者大家想想：

孩子就是我們最愛最親的人，我們

為何發出真心的問候卻變為煩厭呢？

是因為關心變成公式化？每天只是

嘴巴講著同一句話、同一語氣，怎

不會聽起來覺得有點煩呢？正如有

很多人嚮往吃新鮮美味的鮑魚，但

每天都吃，而且還用同一烹調方法

去煮的話，幾喜歡吃鮑魚的人也會

感到乏味了。何況每天也聽著例牌

的關心，又怎能感動呢？若果我們

可以轉轉形式，又或是以行動代替

例牌的關心，可能有出人意外的驚

喜呢！例如：

• 早上為你關心的人(孩子)預備

美味而又合他口味的早餐，哪

麼他可能會被你煮早餐的香氣

而弄醒，又會因為你煮的美味

早餐而早點起床品嚐。

• 為你最親的人(孩子)預備好服飾

(包括：外套、頸巾或帽子……)

相信他雖然不想立刻著  也會帶

在身上。

• 相約你所愛的人(孩子)進行他喜

愛的活動(例：打球、踏單車、遊

車河……)，讓他(孩子)有空間計

劃一下自己的工作或功課，從而

評估是否有時間與你約會。

• 與你親愛的人(孩子)一起到巿

場買餸，並一同預備晚餐，相

信這是一頓最享受的晚餐了。

• 其實手機也可與家人分享的，

與你孩子有同一話題、一同遊

戲，相信孩子也會與你同步休

息，這樣就不用再叫他早點睡

覺啦！

以上都是我與孩子相處的小片段，

也是生活的小經驗，希望藉小小經

驗分享可以啟發大家小小靈感，從

今天起由自己開始，讓家中更添愛

與關懷。共勉之！

吳麗娥 委員

(中一學生家長)

舊生基金會成員

OBF舊生基金會

2020~2021，一個不平凡的一年，

一場新冠肺炎令大家都面對一個新

挑戰，舊生基金會(CSKOBF)亦不

例外，縱使不少計劃中的籌募活動，

因為限聚令等措施停滯不前，但仍

然得到一些本港和旅居海外的舊生

支持，捐助了一百五十多萬以改善

學校圖書館，相信對一眾師弟來說

都是莫大裨益。 

2021年1月，母校原定於九龍灣展

貿中心舉行金禧校慶晚宴，惟同樣

因為疫情關係，有關活動需再次延

期，縱使慶典不似預期，但相信隨

著疫情漸趨穩定，我等校友、師生、

家長，和各方好友的努力，舊生基

金會定能重新出發，繼續為陳瑞祺

(喇沙)書院作出貢獻，再創高峰。

雷健泉
(OBF舊生基金會主席)

n CSK-PTA Newsletter 2021



感謝家教會之邀請，給予陳瑞祺舊生會機會在家教會

會訊內作宣傳。回想過去一年因為疫情關係，不同組

織都經歷了前所未見的挑戰。面對各種限制，令見面

聚會近乎變得不可能發生，唯有以科技逐步拉近各人

的距離。自己亦讚嘆家教會的應變及適應能力，很快

便克服困難，再次令家長聚首一堂，向學校提供有力

的支援。

多年來陳瑞祺舊生會與家教會合作無間，過
往亦不時互相參加大家所舉辦的活動。如年
尾在學校舉辦的燒烤晚會、每年在禮堂進行
的周年舊生聚會，甚至2019年為50周年特設的
「Golden Jubilee Fund」籌款晚會等。每次的經
驗都令我想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
係。除了大家互相抱着服務陳瑞祺的心態，
希望使學校更加卓越外，確實令我感受到陳
瑞祺注重的團結精神不但散發在學生身上，
亦能在家長當中充分表現出來。

當自己想到這裏便忽發其想，是否可以在舊生會構思

新的活動時加添家長或舊生家長的參與度，使每次活

動都能令更多人得益及分享當中的喜悅呢？機緣巧合

下認識了一位舊生太太，原來她專門開辦各類型的手

工藝班及鉤織班。在過往只注重男性喜好來計劃舊生

會活動，從未想過有機會邀請她幫忙替舊生會開設興

趣班，但如果增添女性家長參與的元素後便能令此可

行性大大提高。

同樣地，舊生亦會經歷生兒育女，作為家長不時亦會

面對管教子女問題，甚至個別子女有特殊教育需要

等。相信舊生會及家教會內有很多經驗豐富的家長，

可以分享心得。又或當對外邀請教育專家開班教授

時，容許舊生會會員及家教會家長一同出席，必能令

彼此得益。

當然以上想法只是在構思當中，亦因為疫情限制下未

必能充分執行。但是為了令陳瑞祺這大家庭更能壯

大，各人更為團結，相信增

加大家的溝通及合作是必然

選擇。希望大家彼此努力！

李淦倫
(OBA舊生會會長)

二零二一年旅務報告

今年是九龍第二佰零伍童軍旅

成立五十一週年，本年度的肺

炎疫情席捲全球，商業、社會

及學校日常運作亦受到嚴重牽

連，童軍運動亦因教育局及限

聚政策已改用網上形式來進

行，在這新常態的模式下，二

零伍旅有幸在各領袖及友好支

持下繼續運作，在此感謝各位

的付出，冀望疫情盡快結束，

回復正常生活。

過去一年，學校停課不停學，

二零伍旅亦沒有停止童軍的活

動及訓練。本年度透過網上新

常態的學習模式，仍榮獲多項

殊榮與獎勵。

2020-2021為極不平凡的一年，

我們因疫情關係而停辦了露

營、遠足、先鋒工程、海上等

活動……本年度的國際交誼亦

被迫取消，年度全旅大合照亦

只能用電腦來合成。但我們相

信，只要通過全旅二百三十九

名成員的努力，注意衛生，我

們定能跨越這次挑戰。

薛衛東 
(九龍第二佰零伍旅副旅長)

九龍第二佰零伍童

軍旅金禧特刊已面

世，若各位對二零

伍旅成就和歷史有

興趣，可向我們索

取。

205 Scout Group 童軍旅

OBA舊生會

金紫荊獎章：幼童軍，三名
總領袖獎章：童軍，二名
木章訓練：領袖，三名

傑出旅團獎勵 
金獎：小童軍團、幼童軍團、深資童軍團
銀獎：童軍團、樂行童軍團

傑出旅團領袖獎勵：領袖，八名

香港童軍總會獎勵
優良服務獎章：旅務委員，一名
優異服務獎章：旅務委員，一名
功績榮譽獎章：旅務委員，一名
功績榮譽十字獎章：旅務委員，一名
長期服務一星獎章：领袖，三名
長期服務二星獎章：领袖，一名

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2020年度
旅務委員 李嘉輝

何文田區金禧填色比賽
小、幼童軍團，獲季軍及多個優異獎項

2020年度 205童軍旅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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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宣傳推廣
•印製會訊

n親職教育
•家長及學生講座

n常務
•週年大會支出
•聯會年費
•文具及雜項支出

n學生褔利
•全年最佳進步獎
•語文科最佳表現獎
•畢業生謝師宴禮物

n文娛康樂
•敬師活動
•校園感恩活動-
  (用行動說謝謝)

本期總收入     44,808.36
(包括會費、活動收入及政府資助)

本期總支出    (27,880.70)
(包括舉辦活動、贊助項目及一般常務支出)

家教會本期盈餘         16,927.66

上期盈餘滾存    187,144.20

本期盈餘轉下年度   204,071.86

特別鳴謝：李丁亮校長、羅日梅老師、陳嘉裕老師、

	 			柯振澄前副校長

編 委 會：黎寶芝女士、陳詠儀女士、陳偉倫先生、	
				 			黃兆誠先生、吳卓霖女士

很高興今年有機會參與會訊的編輯工作，在

編製家教會年度活動列表時，憶起兩年前

緣於家教會委員的職務關係，得以參與了不少當

時還沒被疫情打亂的家教會聚會及幾個大型活

動，有機會與其他家長義工們共聚一堂，作零距

離的接觸、面對面的交流，也因而發現原來很

多舊生家長及義工們都身懷奇技，十幾年裡對

「陳中」一直默默地作出無私的奉獻，如：前主編

陳詠儀女士、賀卡達人陳崇意女士及幾位前主

席……亦因有這些前輩們對學校熱誠的付出，

積累了本校「家校共融」的豐厚基礎，我們後來

者得以「乘其風、展吾翅」。

一間優質的學校，看的不單是師資及學術成績，

學生與家長對學校的歸屬感及親密度也是很重要

的指標。任何組織能成功承傳下去，必然是要與

時俱進，尤其是在當下變化萬千的年代。如何有

效地應用科技加強家長與學校的聯繫，優化家長

之間的訊息流通，更好地發揮家教會的作用，便

是我們一項新的挑戰。

吳卓霖(主編)

HK$

 第二十三屆家長教師會 財務報告

收支表（2020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

義工合照
三位優秀家長

吳霧蘭、廖柳慧、陳翠明
中國彩墨畫班

Editor's Words 編者的話
在這個新冠疫情新常態下，我們的

聯繫顯得少了一點，大家亦少了一

些互動互聯的實體活動，心中難免

會更記掛着大家。

在這温馨的大家庭裏，我們可以在

活動中互相交流和鼓勵，惟在這兩

年像家人般的相聚時間減少了很

多。疫情看似緩和了一些，但仍要

保持社交距離限制，真有點無耐！

期望疫情快點過去。

很感恩，家教會有一個平台–「附

屬會」，讓舊生家長能繼續留在這

裡與大家一起參與和聚舊。

每次回來的時候，見到一些熟悉的

面孔和新認識的家長及老師甚是興

奮！每次相聚我們都會開心重温過

去義工的點滴。我有幸能成為「附

屬會」召集人，並伙拍著前副校長

柯sir，大家都抱住信念，希望能

聯繫舊生家長們繼續支持學校和家

教會。

我的「單反」經常陪伴我出席活

動，更與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們一

起拍攝活動中的趣事。在家教會的

會訊裏，可以看到很多花絮和大合

照的照片，這些都是我們的傑作！

很感恩能參與會訊的製作，我們由

資料搜集、排版、校對至印刷完

成，不乏繁複的工序，很不容易才

能完成。在此，特別感謝這位亦師

亦友的永遠榮譽會長Venus，她不

斷勉勵我，於設計和排版上使這份

富有CSKPTA特色設計的會訊能得以

順利完成，而今年這份工作會由其

他家長義工接棒，謝謝！

最後，祝大家生活愉快和身體健

康！

陳詠儀
(附屬會召集人/前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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