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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機」這個詞語，有時候也能反映出正向思維，因為
危中有機！有些人慣性會聚焦於眼前的困難，有些人則善
於在危難中尋找到機會……

      目前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在這大危機前，每位學童面對
有史以來最長的停課。在「停課不停學」的狀況下，有些
家長一下無所適從，但有些家長卻處變不驚，而且更精確
地安排好小朋友們的學習和生活，更好的善用了時光！ 

      現在社會競爭激烈，家長最擔心的也許是自己的孩子被比下去，學歷才藝不如人，影響前途。為
怕輸在起跑線，大家都把孩子的培育重點放在學科的分數和才藝表現上，忽略了生活習慣、品格教
育、價值觀培養及抗逆力鍛鍊；很多時候，大家都傾向要求孩子做到最好，用同一把尺量度所有孩
子的表現和成就高低，忽略了各人的性格特質、能力及發展速度的差異。焦慮不但驅使我們時常對
孩子說「快點，快點啦」，不能忍受他們慢慢來，而且使我們不自主的把孩子和其他孩子比較，並
以完美主義的心態來看待孩子的不足。 

      其實，家長最需要甚麼教育呢？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組列出了十八項建議，其中包括推行
「正向家長運動」。「正向家長運動」可以有很多方面，我認為當中必不可少的是品格教育和生命
教育，目的是強化孩子的抗逆力和正面價值觀，比起學科和才藝的成就，品格和價值觀對孩子的未
來更有深邃的影響，有助他們找到自己真正的人生價值和贏在終點！ 

      在這段時期，相信家長們無不期待早日復課，把孩子們趕快送進學校，走入正軌，讓學校和老師
一起分擔教育孩子的任務。那麼，學校和老師就能保證孩子能有好成績、好習慣、好品行嗎？答案
當然是不能的。教育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建基於家長教育，作為父母的，要做好家庭教育，讓孩子在
家裏也熱愛學習，勤學苦練，使孩子不斷進步；只要父母擁有好習慣，孩子就能潛移默化地學習好
行為，贏來一生優秀；家庭有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教養孩子，孩子就會擁有良好的品格。教育孩
子，實有賴家庭和學校的互相配合。

      這次疫情令我們學到甚麼？大家不妨靜心想想。在這個物質至上的社會，當我們遇到困難和危機
時，我們的基本需求是食物、水和藥品，而不是虛榮的奢侈品。病毒提醒了我們生命苦短，甚麼是
我們最應該做的事？甚麼又是我們最想做的事？病毒提醒了我們，家庭是如何的重要，但是我們往
往忽視了這點。在這個疫情嚴峻的環境裏，一家人能齊齊整整，彼此關懷聯繫，健健康康地面對疫
情最為重要。病毒提醒了我們，孩子的學習成績和健康（包括心理健康）兩者之間，哪一項更重
要？賺取金錢和孩子的親子感情之間，哪一項更值得你花上時間？

      各位家長，困難總會過去，生活是週期性的，現在只是週期裡的一個階段，我們不必恐慌，疫情
一定會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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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

副
主席 黃詠詩女士

我是4A曾洋昊和1B曾元圓的家長，我很高興參加第十屆家長

教師會，亦很珍惜與家長共聚的時刻。通過這個平台，讓我認

識更多家教會家長，彼此友善接觸，真誠交談，由陌生到成為

好朋友，真是莫大緣份呢！展望未來，第十屆家教會繼續多舉

辦豐富多彩的活動，豐富家長和學生的精神生活，讓大小朋友

共同進步。

大家好，我是4E班李廣業家長。學校是教學育人的地方。慈航

學校有完善的教學設備、優良的師資人才。在學校的教導下，

我的兒子ALEX不但能愉快地學習，也能培養良好的品德，我

很高興啊！今年香港面對艱難時期，希望大家能共同努力度過

難關。期望慈航普度，繼續引導學子好好學習，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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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庫 陳淑貞女士

康樂 任玉清女士

文書 徐蘭芳女士

大家好，我是1D班胡珀榕和6D班胡佩喬的媽媽，很

高興能成為家教會的一分子。還記得大女兒初上小學

的頭三個月非常害怕，多得老師的關心，使女兒可以

盡快適應校園生活，開心學習到現在。老師在學校擔

當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教導他們知識和品德，使他

們獲益良多。家教會是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溝通橋樑，

可以把家長的意見傳達給學校。最後，希望在學校的

每一位孩子，可以健康快樂地成長。

大家好，我是4E班黃燁強家長徐蘭芳。很高興能加入家教會，

使我對學校的教育方針有更多了解，讓我明白教育孩子需要家

校互相合作，要孩子培養良好的學習態度和品格，老師的教導

和家長的培育是密不可分的。此外，家教會亦讓我有機會與其

他家長共同交流和探討孩子的學習方式，讓孩子們在開心和

健康環境中學習成長。



學術 張青蘭女士

大家好！我是3D班黃鉅泓的家長，很榮幸能加入第十

屆家教會委員，感謝慈航學校校長、老師和家教會給了

我一個為孩子們出一分力的機會，我會以真誠友善的心

向各位老師及家長們學習，積極參與家教會每一次的活

動，令學校這個大家庭多姿多采，小朋友健康成長，學

業進步，開心生活每一天！

Hi大家好，我是3B班文程詩的媽咪，很高興能參加第

十屆家教會。時間過得好快，在這三年裏，透過做義

工認識了很多家長，相處久了也成了好朋友，女兒也

在學校三年以來一直都非常快樂，和女兒每天聊的最

多的話題就是她在學校裏遇到的事情和老師對她的關

愛，看到女兒能在慈航學校快樂地成長，作為家長的

感到很欣慰，也非常感謝在疫情期間得到學校老師和

同學家長們的關心，希望疫情快點過去，同學能早點

回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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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 程麗霞女士

大家好，我是三C班黃澤韜家長，很榮幸今年參加了

慈航學校的家教會，也有幸在慈航的大家庭裡向各位

老師及家長們學習，將我們學校「明、智、顯、悲」

的精神貫徹落實到對孩子的教育中，希望孩子能夠明

辨是非，遠離惡習！同樣正是由於老師們落落大方的

舉止、生活樸實的作風、勤奮好學的精神，潛移默化

地影響著我們的孩子們，讓他們滋養出良好的生活和

學習習慣，使每個孩子都有了可喜的進步，於是更加

堅定著我想在慈航家教會中學習和實踐的決心，希望

盡我微薄之力，跟各位老師、家長們攜手，為慈航大

家庭貢獻一份力量，希望慈航學校桃李滿天下，笑容

滿校園！

總務 宋薇女士



為讓家長更瞭解學校的政策及發展，學校有系統地舉辦一連串的活動，以加強家校溝通。

為讓小一家長了解學生在學校午膳的情況，學校特安

排小一家長可於開學後第一個及第二個全日制上課天

到校陪伴學生午膳。經歷了兩天的體驗，家長們眼看

孩子能自動自覺地進食午膳，不用家長從旁協助，霎

時間感到孩子長大了，自理能力也進步了不少。

小一家長伴午膳

為讓家長對學校增加認識

及對學生的上課情況更加

瞭解，本校於2020年1月

7日至1月9日舉行了一連

三天的開放課堂活動予低

小家長，活動包括課堂觀

課 (中文、英文、數學、

常識、體育、音樂、視覺

藝術及圖書科)、學校簡

介、校園參觀、及與本校

家長對話等。家長踴躍參

與活動，不但對學校增加

了認識，而且對學生的上

課實況也能進一步瞭解。

開放課堂

小一家長陪伴午膳，盡顯關懷

家長參觀學生園圃

家長對圖書館機械人感興趣家長觀課

老師講解觀課重點
44



四至六年級升中家長會：
為了讓四至六年級家長瞭解升中自行分配學位階段正取學生

的新通知安排及簡介中學學位分配的機制，本校於2019年

12月13日舉行了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家長簡介會，講解升中

選校時各注意事項，以協助家長為子女升中選校作好準備。

當天高年級的家長踴躍出席，對整個升中流程加深了認識。

小五升中家長會：
為了讓五年級的家長瞭解中學學位分配機制，本校於2019

年10月30日舉辦了五年級升中家長會，家長會中詳細講解

整個升中流程。另外，當日亦邀請了佛教覺光法師中學黃海

卓校長蒞臨本校擔任主講嘉賓，與家長分享如何協助子女升

中之事宜。

小六升中自行分配學位家長會：
本校已於2019年12月12日舉行小六升中自行分配學位家

長會，講解自行分配學位機制，讓家長及學生對此階段的申

請有更深入的理解。本校亦邀請了天主教郭得勝中學韓思聘

校長、五旬節林漢光中學關思偉校長蒞臨本校，與學生分享

升中面試技巧，以協助學生於面試前作最佳的準備。

升中家長會

家長日
本年度因疫情停課關係，只舉行了兩次家長日。

第一次家長日於2019年9月28日舉行。是次家長日除有校

長講述學校發展外，家長亦有機會與中、英、數的科任老師

見面，瞭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學科要求及評估注意事項等。

第二次家長日於2020年1月18日舉行，當日家長與老師面

談，瞭解同學的學習概況，大家彼此交流，加強了家校溝

通。地下雨天操場亦設有書展，讓同學們選購課外讀物，培

養良好的閱讀習慣。家長教師會也趁此難得的機會進行義

賣，為家長教師會獎學金籌集善款。

第三次家長日暨成果展示日原定於2020年4月舉行，因疫

情停課而告取消，儘管如此，班主任與家長的聯繫並未鬆

懈，在停課期間給予家長陽光電話，保持溝通，此外。老師

們於網上發放教學短片，又與學生進行ZOOM視像面談，以

做到停課不停學。 家長留心聆聽，關心學校發展

家長與學生一起閱讀，樹立良好榜樣

感謝天主教郭得勝中學韓思聘校長
親臨本校作主講嘉賓

楊校長頒發感謝狀予
佛教覺光法師中學黃海卓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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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五旬節林漢光中學關思偉校長

親臨本校作主講嘉賓



   兒童由幼稚園進入小學時，面對新的環境、陌生的群體和不一樣的學習模式，自然會既驚且喜。為讓學

生順利過渡到快樂的小學生活，學校在以下幾方面進行幼小銜接的工作：

(一) 行政方面

1. 小一施行雙班主任制，令每位學生得到適切的照顧。

2. 小一課室設於二樓，課室內均提供粉彩色及較矮的學生桌椅，

    以配合學生的發展需要。

3. 小一註冊日：派發學校刊物，讓家長認識學校。

4. 舉辦小一家長會：介紹學校特色及學校各項安排。

5. 開學後適應週：半天上課。

6. 全日制首兩天：小一家長可以到校陪伴午膳。

(二) 課程方面

1. 學校舉行了一系列的適應活動，讓他們盡快認識學校及培養對學校的歸屬感：

(1) 設小一新生學習冊(入學前暑期功課)：讓學生為入讀小學作準備

(2) 舉行小一適應活動：透過集體遊戲增加學生對學校及同學的認識

(3) 舉行親子才藝綜合課程：家長及學生透過五天課程，參與學校特色活動如欖球、花式跳繩、外籍英 

            語班、書法(執筆)、AR閱讀樂、STEM 課程等，增加對學校的認識

2 0 1 9年 6月

同學一嘗玩欖球滋味

同學參與種植活動同學透過平板電腦進行閱讀

同學學習花式跳繩
跳得很高呢

同學認真學習執筆

(1) 舉行小一適應活動「慈航小幼苗」：讓學生透過活動認識老師及同學、參觀校園，增加歸屬感

(2) 舉行小一常規訓練：學習常規、培養自理能力

同學踴躍舉手
參與課堂

同學整整齊齊地
排隊上課室 同學參觀佩榮圖書館

感到新奇
同學學習在課堂上

守紀律

2 0 1 9年 8月

家長教師會委員
出席小一新生家長會

與小一家長會面

學生桌椅設計配合學生發展

小一新生瀏覽學校網頁尋找資料
增加對學校的認識

鼓勵小一新生在假期多閱讀
培養閱讀興趣

小一家長陪伴午膳
了解學生午膳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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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課

評估

進展性評估

開放課堂

訓輔

支援

3. 其他安排

家課上載學校GRWTH APPS，方便家長跟進學生家課

不設評估一，以學習報告呈示學生表現

評估二為模擬試，不計分，以成績報告呈示學生表現

評估三，計分‧並發放成績表

目的為考查學生能否掌握學習重點，及時作出跟進

中、英文科進展性評估結合默書及語文基礎知識

進展性評估不計入評估總分

邀請家長到校觀課，瞭解學生上課情況

推行「大哥哥大姐姐計劃」：為每位小一新生配對學

兄學姊，安排學兄學姊在小息或午息時間陪伴學弟學

妹，以培養小一新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小一及早識別計劃填寫量表

全年召開三次班級支援會，瞭解及跟進學生需要

小一學生學習報告 
呈示學生表現

家課上載學校
GRWTH APP

2. 各科銜接安排

配合小肌肉發展，設校本詞語冊，注重學生正字、筆順、執筆

普教中：過渡期容許教師於學期一雙語講解，其後再作調整

中文默書內容：由本校老師錄音，並在學校網頁發放

進行識字教學(小一及早輔導計劃)

進行圖書教學

由外籍老師教授校本拼音教材及閱讀課程

英文默書及英文朗誦誦材皆由外籍英語老師錄音，並在學校網頁發放

利用平板電腦輔助教學，有效處理學生的學習難點

設計不同估量活動，提升學生數感

運用實作性教具讓學生掌握數學概念

推行小一百日宴，讓學生認識奉茶文化，學會感恩，並注意健康飲

食，加強價值觀的培育

與訓輔組合作，利用小息時間教導學生生活技能，提升學生自我管理

能力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一年級數學科
進行電子學習

風紀教導小一學生
生活技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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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STEM TOY校園學習體驗日：讓學生經歷有意義的學習，啟發學生的探究精神，發揮創意

2 0 1 9年 9月

同學樂於參與
表現無限喜悅

同學參與攤位遊戲同學進行STEM TOY體驗

學生大使介紹
課程特色

大家都對小小機械人
很感興趣

開放課堂讓家長瞭解

學生上課情況



  家長教師會為促進學校與家庭之間的緊密聯繫，積極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加強家校溝

通。本年度的家校活動安排如下：

活動

第十二屆家長校董補選

親子閱讀興趣班

家長日義賣

中華文化日義賣

日期

  2019年9月

  2019年12月

  2020年1月

  2020年1月

由於第十二屆替代家長校董吳

卓穎先生因兒子退學緣故而需

退出法團校董會，因此替代家

長校董須作補選，補選已於

2019年10月10日順利舉行，

選舉結果：李冬霞女士當選為

「替代家長校董」。

大家齊心協力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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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促進親子關係，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及自信，本會已於

2019年11月8日至12月13日舉辦4節「親子讀書分享」活

動。感謝周婧女士籌劃及帶領活動，讓家長與學生一同參與活

動，互相分享閱讀心得。

本年度家教會共進行了兩項義賣活動，為家教會獎學金及

慈航學校發展基金而籌款。

家教會獎學金

為獎勵努力學習的學生，家教會設立了獎學金，頒發予每班全年成

績進步最多的學生。我們已於2020年1月18日第二次家長日進行

義賣，感謝家長的支持及各委員的協助。所有開支扣除成本已全數

撥入家教會獎學金帳目內。

慈航學校發展基金

我們一向十分支持學校締造良好的學習環境給學生們學習，因此我

們在中華文化日義賣美食及新春飾物，收入扣除成本後全數撥入慈

航學校發展基金帳目內用作聘請外籍英語老師。當日美食攤位大受

家長及學生歡迎。家長義工們都大顯身手，忙得不亦樂乎。

家長義工炮製中華美食

家長們踴躍參與家長日義賣

為籌款出一分力

中華文化日義賣新春飾物

一. 

二. 

家長義工義賣中華美食

閱讀分享  大家獲益良多



   家長教育非常重要，不但可讓他們了解自己在子女的教育過程中扮演關鍵的角色，還

可讓他們更明白孩子的學習及成長需要，並配合學校的教育理念，共同教育孩子。

      若家長與學校對教導學生方式的看法及做法一致，必定令教學效能相得益彰。當中不

僅關乎學業成績，也包括培養孩子具備良好品行，建立正確價值觀。所以，本校為小一學

生家長舉辦「教樂童行」家長教育課程，讓他們儘早掌握親子相處及教養方法。除此之

外，本校亦為全校家長安排「從品格教育出發」家長講座，提升家長對於品格教育的重視

程度，增強家長對品格核心價值及其行為準則的認識與實踐，進而發揮家庭教育的品格教

育功能，與學校教育產生相輔相成之效。

「呈分的壓力」家長講座

「教樂同行」家長教育課程

家長們專心聆聽家庭教育主管吳姑娘的分享

家長參與「與孩子一起升級」
小一家長講座

小一學生的家長在小組中

互相認識與交流

梁醫生即場教家長製作健康食品

透過模擬短片，讓家長

反思家長的角色

家長從體驗認識壓力

梁淑芳醫生親臨本校為家長講解「防止敏感病的飲食」 99



「故事爸媽」是由一班熱心推

廣閱讀的家長義工組成，逢星

期三導修課到校為學生說故

事，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

一眾義工來幫忙  使各項活動順利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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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米花香氣四溢
令人垂涎欲滴家

長教師會也為活動出一分力

讓小一家長們認識學校

家教會的家長委員和家長義工協助推廣校本STEM課程，讓參觀者親身體驗本校課堂特色，並提升孩

子創造力、專注力及溝通能力，發揮與人合作及體育精神。

   教育就是要做好學生的品德培養，才能成就他們的學業、事

業和人生。學校藉「三好」培養學生的良好生活態度及價值觀，

並融入在日常生活中，以提升自己的品德。「做好事、說好話、

存好心」是三好孩子應該做的事，實踐三好精神能營造關愛校園

的文化；由學校向社區擴展，以促進社會祥和。

    「義工」是一種生命的奉獻，是一種力量、時間和心意的布

施，所以義工可以說是「知行合一」的菩薩。人人當義工，正是

諸佛菩薩的精神體現！學校積極推動家長及親子義工活動，希望

學生與家長在服務他人之餘，同時建立正確價值觀以及培養獨立

處事的能力。家長與子女一同參加義工活動，除了改善親子關係

外，家長亦可把握機會與子女討論服務的意義，讓子女在服務中

學習及建立正向人生觀。

    本校家長義工隊是由一群熱心參與學校活動的家長組成，本

年度家長義工隊除恆常地參與園圃種植、圖書館義工、量度體溫

等工作外，並參與學校多項大型活動如STEM Toy校園學習體驗

日、運動會、中華文化日、賣旗活動、故事爸媽及友菜傳愛等義

工服務。各家長義工所付出的時間及努力實在令人讚賞。



服務精神！服務社群！我們集合多名義

工，到市場收集最新鮮的蔬菜，再分享給

有需要的街坊。我們一起努力關愛社群，

「友菜」傳愛!! 

本校家長及同學於2020年1月4日及11日積

極參與賣旗籌款活動。在此就家長對慈善公益

事宜的支持，謹致謝忱。

衷心感謝各位家長撥冗參加本年度運動會的

義工服務，他們協助接待、看管學生秩序、

測量擲壘球及跳遠比賽結果等工作，讓運動

會得以順利進行。

友菜傳愛  家長也參與

家長參與裁判工作

家
長

與同學共同參與，身體力
行

1111
寒風和雨水阻擋不了

學生的愛心服務

家長義工積極參與    為中華文化日增添色彩

爆米花香氣四溢
令人垂涎欲滴

家長協助秩序

家教會的家長委員和家長義工在「中華文化

日」為學生們親自炮製中華美食和爆米花，學

生們吃得津津有味。家長的熱情參與，為活動

增添了不少熱鬧氣氛，在此感謝他們！

家長義工炮製中華美食



CHPS

     這個春節假期長得讓人發慌，像坐了兩個月子......疫情洶

湧，我們和孩子宅在家裡，有了比以往假期更多的相處時間。

     突然有那麼一些瞬間，會讓我覺得春天已經來了，因為無

意間瞥見的迎春綠芽......被疫情攪得有些恍惚的我們，這才發

現：春天真的來了。草木也復甦了，我們渴望外出的心，也慢

慢被點燃了。

           於是在一個普通的午後，踏青成了我們最強

烈的念想......我們稍微收拾了自己，母女倆

找了個家附近的公園，開始尋找春

天的氣息......

     

陳晨

徐建秀
      六年的時間過去了，我的兒子也升讀了小六，準備向着中

學的生涯邁進。作為他的母親，心裏也很欣慰，也有些失落。

欣慰他經過六年在慈航學校的生活讓他獲益良多，也明白了很

多大道理；失落他小學六年的生涯就此結束，在中學，我又要

為他擔憂，他能否適應在中學的新生活？他會不會反叛...... 

      但是現在看來，答案一定是「能」和「不會」！因為慈航學校的老師把他教得很好！老師們

不僅只是教導知識，更是要把小孩們培養成一個品德、人格和氣質都是很好的孩子，提升了他在

社會中的競爭力。所以，把我的孩子交給這樣的老師，我十分放心。猶記得六年前的入學時間，

我的孩子還是一個調皮、少不更事和天真的人。可是，經過了學校這塊肥沃的土地的栽培，經過

了學校園丁含辛茹苦的培育，我的孩子已經茁壯為一棵幼苗了！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成熟，嗅到

了穩重，雖然有時他也是有些調皮，但我已經很滿足了。這個有志向的小小青年，羽翼已日漸豐

滿，即將要翱翔至更廣闊的藍天！他的羽翼，是由老師們賜予他飛翔的動力！

      作為家長，我非常滿意學校各項有質素的教育，孩子可以遇到這樣優秀的老師，在這麼好的

環境裏學習，我的兒子還真是幸運。在此，我要謝謝慈航學校全體的老師，也要感謝我們的楊冬

梅校長。你們的付出會倒映在我們的孩子身上，和他們一起在社會這個舞台上發光發熱！

3B班劉陳悅家長

陳晨女士

6A班方浚鑫家長

徐建秀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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