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個學年，從九月至今，香港發生了許多無法預測的事情，
先有因逃犯條例修訂引起的社會風波，繼有新冠肺炎的爆發，導

致學校的正常學習屢屢受到干擾。然而，在這種逆境中，真光的

同學仍然保持著積極正面的態度去面對學習及成長的挑戰，以回

應今年學校的主題 「Be Proactive, Be Positive」。這段時間，雖
然停課，但同學透過老師提供的網上教材及視像課堂，積極努力

學習，真的做到停課不停學！在此衷心感謝各位家長對學校的一

直支持及對子女的悉心看顧，讓同學們的身心靈在停課時間仍得

到均衡的發展。

譚劍虹校長

校 長
的 話

  在過去一年，真光的同學在學術成績及課外活動上都取
得突破性的佳績。在2019年的文憑試中，同學摘星的數目大
增，其中中文科更有13.5%的同學取得5**，是全港13倍！在
課外活動上，同學們在去年一個STEM的比賽上奪得代表香
港到美國參賽的資格，但因所需費用不菲，於是向家長及校

友們招募經費，在極短時間之內，已收到超過十萬的捐款，

讓同學們完成了一次畢生難忘的學習旅程！

  感謝家長們不單在經濟上支持學生，更花時間和子女一
起參與學校活動，並到校與同學們分享你們的工作體驗！在

此再一次感謝一眾家教會委員，為推動會務，不辭勞苦，付

出心力與時間。希望各位家長們在未來更積極參與家教會的

活動，讓真光這個大家庭，繼續發熱發光，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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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感謝各位家長及家教會委員的支持，本學年小弟
接任了真光女書院家長教師會會長一職。本人在此多謝各委員

的鼎力支持，令本年度家教會的工作，雖然因社會事件及新冠

肺炎疫情的關係有所阻延，但我們亦能把大部分的工作順利完

成。在此我實在要多謝校長、各位老師、家教會委員及名譽委

員的努力及支持！

  在此我亦誠邀各位家長加入家教會及參加家教會的活動，
雖然我們的女兒已經是中學生了，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不需要

關心她們。參加家教會活動不單止令我們有機會了解學校的情

況，更能使我們了解女兒在學校的生活。在適當的「距離」與

她們一起成長，這對我們與女兒日後的相處有很大的幫助！

  作為家長與學校的橋樑，家教會在這個年度向學校提出不
少家長的意見，例如在疫情中停課不停學的安排等，而我們的

建議亦獲得校方積極回應。在此本人非常感謝校方對學生的關

懷，在這困難時期仍堅守教學崗位，努力幫助學生學習。

  承先啟後，我希望家教會能繼續成為學校與家長的橋樑。 
我們將會繼續為各位盡心服務，如有任何問題或意見，請不吝

向我們反映。希望我們一起發揮家校合作精神，互相合作，把

我們的女兒成為「真光」  真光普照，照耀人間，照亮萬
邦，將主光輝照遍。

家校合作
蔡學俊

會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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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疫情，讓學校、家教會和家庭，渡過了一個難忘
的2020年度！ 

  學校為了突然其來的停課，想盡辦法，讓學
生繼續有著停課不停學的學習模式，真是辛苦了

校長和老師，同時也要讚賞學生們的配合，讓學

習進度得以繼續維持。 

  家教會委員為了今年各項活動，作好一切的
籌備工作，可是無法如期舉行，深深感受到大家

的辛苦和無奈！

  家庭方面，要留意著女兒的學習模式和情
緒，讓她明白留在家中的重要性。與此同時，也

增加了我們的相處時間，一家人行山健體，女兒

更善用留在家的此段時間，自學烹調食物，如蛋

糕、麵包和甜品，難得出現了爸爸和女兒一起搓

麵粉的歡樂時光，可說是苦中作樂的生活片段。

  希望我們的生活很快可以回復開心時刻，讓各人重拾
燦爛的笑容。

  「真光就是愛，愛就是真光」的精神，從女兒參加真
光的面試那天，我們已經感受到了。老師和同學們親切的

笑容，令到面試的壓力也大大減低了。很幸運，女兒可以

成為真光大家庭的一份子。自從她升讀真光以後，發覺女

兒改變了很多，從一個很怕事、沒有自信的小女孩變成了

一個很有自信的女兒，為什麼呢？原來是校長、老師們的

愛和鼓勵。當她做得不對，老師們不會只責罵，是會教導

她應該怎樣做。我們真的感受到「真光就是愛，愛就是真

光」的精神。

  另外，從二月起已經停課，老師們也盡力用了不同的
方式授課，對每個人來說，這也是新的事物。在這個人人

都擔心疫情時候，老師們不辭勞苦的用心教導學生，真心

的要感謝校長、副校長及老師們的努力，讓真光女兒可以

停課不停學。     

家 長
心 聲

薛美芬

李寶鳳

苦與樂

「真光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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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賣廣告

  首先感謝主，女兒成為真光女書院的一份子。在這兩年裏，女兒得到
老師的教導後，她長大了很多，不單止學習到書本的知識，而且處理事情

時，在一些細節上也留心了很多，處事方面比小時候的她更積極更認真，

對身邊的人也更加親切，真的十分感謝老師們的教導。

動盪的一年 

  上年我考慮了一段時間，我是否應該加入家教會做委員呢？其實答案好
簡單，希望可以在女兒的中學階段能夠多一點接觸學校，了解她的生活，也

可以報答學校；同時借着委員的身份感受一下似曾相識的中學生活。

  今年這一屆非常特別，我們就像歷史見證者，我們一起面對社會事
件、一起面對因疫症而停課的日子，時間過得特別漫長，不過真光的學生

不會因此而停止學習，學校也改變學習模式，停課不停學，學生在家中也

可以在網上學習各科的課程。

家教會實務

  我們家教會今年只可以完成兩個目標，就是家長講座及運動會的支援
角色，安排及派發飲品給啦啦隊和為各比賽的健兒打氣；然而對於我來

說，每一個活動我都覺得非常珍貴。記得運動會當日坐在觀眾席上為學生

們鼓掌，與家長們傾談也是別具意義。

  當日我競選時的承諾是「榮神益人」。雖然今個年度可以做的事非常
有限，希望大家日後可以有多些家長一起參與更多活動及可以為學校服

務，為學生帶來更多的關心，為我們家教會帶來更多支持，為下一個年度

的家教會加多一些參與。

  謝謝。

  年尾準備好復活節外遊，卻遇上女兒感冒，引發身
體多項不適，包括頭暈、頭痛、腰痛、貧血、乏力，

令她體質非常虛弱，每天需要在床休息22小時，在
27/11/19至31/5/20期間仍看過六位醫生。

  碰巧遇上社會運動及新冠肺炎疫情而停課，令家人
壓力即時減半。1月17日班主任彭老師、社工林姑娘及
訓導主任梅老師來探望，並叮囑健康要緊，身體行先，

期後亦有電話跟進。慶幸接近六月時，女兒身體已漸漸

轉好。因疫情緩和關係，學校復課半天，這情況下女兒

願意嘗試回校及跟進學業，在這感激老師、社工、同學

的關心及送贈的禮物和心意卡。願各位身體健康。

陳淑櫻

家 長
心 聲

徐嘉儀

健康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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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周年大會

家教會活動剪影

  本年度家教會周年大會於去年10月19日（星期六）圓滿
結束，當天有幸邀請到車淑梅女士作為專題演講嘉賓，以「

與孩子一起快樂成長」為講題，鼓勵家長了解子女心底的渴

求，並將專家的看法與車女士自己做父母的心得，結合起來

與家長分享，教導家長如何引導子女邁向健康快樂的人生。

車女士以問答環節和家長輕鬆互動，並分享為人母親的心路

歷程，家長都專心聆聽與孩子相處之道。

  此外，當天通過了去年家教會會務報告及財政結算，
也選出了新一年度的家長委員，感謝新一屆各家長委員能

委身參與家教會會務。為表謝意，學校仍頒發嘉許狀給一

班義工家長及家長委員，多謝他們過去一年不遺餘力地推行家教會各項大小

活動。家教會委員也向學校送贈了水波爐一個，學校十分感謝家長贈送這份

有心意的禮物。

  為促進中一新生家長與學校之間的聯繫，家教會於本學年舉行
了「中一迎新家長會」，當日下午有百多位家長及女兒一同參與，

會後更有與班主任晤談時間，實踐了家校溝通的重要性。當日的親

子遊戲環節，家長和女兒都團結參與，場面熱鬧溫馨。而家教會各

家長委員更製作了多款住家及派對美食，於晚上的「親子聚餐晚

會」與校長、老師、中一家長和學生一同品嘗。目不暇給的美食，

色香味俱全，家長和老師一邊享受美食，一邊傾談，氣氛十分愉快。

陸運會
  真光一年一度的陸運會是學生發揮體育精神的重要日子，也是家長積極
投入運動賽事，大展身手及體魄的好機會。當日多位家長除了踴躍參與了

「1,500米長跑」、「4x100米家長、校友及教職員接力」的比賽項目外，亦
擔任了頒獎嘉賓，充份體驗了家校團結合作、上下一心的精神。家長委員更

派發了飲品給啦啦隊和為運動健兒打氣，可見十分支持學生的運動精神。 

（2019年10月29日及11月6日）

（2019年9月7日）

（2019年10月19日）

中一迎新家長會及親子聚餐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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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家長姓名
會長 蔡學俊先生

副會長 薛美芬女士

財政及總務 陳超文先生

秘書 李寶鳳女士

學術 陳淑櫻女士

聯絡 徐嘉儀女士

康樂 陳文華先生

協助委員 鄭美誼女士

名譽會長

岑建榮先生

蒲貴英女士

郭德明先生

許文祈女士

周昭賢女士

陳嫦妍女士

名譽會員

黃景寅先生

何陳金女士

黃雲悼先生

陳永就先生

譚玉琼女士

曹惠貞女士

周國林先生

金　霞女士

蕭婉媚女士

陳瑞芳女士

蘇振強先生

詹麗嫦女士

葉沛華先生

職位 教師委員姓名
名譽會長 譚劍虹校長

副會長 黎鈺琨副校長

秘書及聯絡 謝翠薇老師

財政 練鵬飛老師

學術 譚潔瑩老師

康樂 陳嘉琪老師

總務 李俊康老師

收入 HK$ HK$

1. 教育局撥款  經常費用 5,633.00

2. 中一級會費（2019-2020年度） 7,920.00

3.
*講座  「與孩子一起快樂成長」 
（教育局資助）

10,000.00

4. *活動  親子旅行（教育局資助） 10,000.00

5. 活動  中一迎新親子聚餐晚會 37,520.00

6. 定期存款利息 45.32 71,118.32

支出

1.
*講座  「與孩子一起快樂成長」
（教育局資助）

9,798.10

2. 活動  中一迎新親子聚餐晚會 37,592.54

3. 運動會  水果 606.00

4. 銀行費用 140.00

5. 茶點 148.00 48,284.64

結餘 22,833.68

*講座／活動費用由教育局資助，不敷之數由本會支付。

在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之銀行結存 HK$

1. 往來戶口#193-279536-001 172,865.40

2. 定期戶口#193-279536-0001 56,206.77

真光女書院家長教師會
第二十一屆（2019-2020年度）

執行委員會
家長委員名單 2019-2020年度中期財政報告

(01/09/19-30/04/20)

真光女書院家長教師會

顧問：蔡學俊先生、譚劍虹校長

主編：譚潔瑩老師

撰稿：薛美芬女士、李寶鳳女士、

 陳淑櫻女士、徐嘉儀女士（排名不分先後）

校對：蔡學俊先生、李寶鳳女士、

 陳淑櫻女士、譚劍虹校長、譚潔瑩老師

  出版家教會刊物，目的是加強家校、
家長間、親子的溝通及聯繫。現誠意邀請

各委員及家長投稿，分享參與學校活動的

感受或教養子女的經驗及心得。在此呼籲

各家長能給予我們更多寶貴意見，對家教

會來說是一項鼓勵和支持。如有查詢，歡

迎電郵至tlg-mail@hkedcity.net。

《家長教師會通訊》徵稿會訊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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