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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 的 話

彩雲聖若瑟小學

各位家長，祝大家在2022年，有個

好開始，我是新到任的朱家樑校長，是

一位天主教徒。感謝天主安排我到彩雲聖若瑟小學與全體教職員和各位持份者一起引領

彩雲的學生，讓他們在愛與關懷下漸漸地成長。

家校合作

家庭與學校在培育學生成長的時候，擔當着既不相同，又互相補足的角色。家庭在

孩子嬰幼兒時期的培育、直至少年時期的教養、愛護、以至習慣與品格的建立，都起了

關鍵的作用。學校則在知識的傳授、群體關係的建立、體藝與領袖才能的培訓及價值觀

念的教化，從孩子幼年至青年時期，都承擔起重要的責任。

本校重視家校合作，透過不同渠道，例如電子通告、家教會快訊、會訊、各種形式

的座談會、工作坊、班代表whatsapp 群組、家長會、親子活動及家長教師會會議等，與

家長保持緊密聯繫，互通消息，使家長充份瞭解子女在校情況及學校的發展路向。

各項活動得以成功推行，全賴具教育熱誠的校長、老師，以及熱心的家長們鼎力支

持！我謹代表校方對百忙中奉獻寶貴時間籌備活動的家長教師會老師、委員及熱心的家

長義工，致以衷心的感謝！

最後，歡迎家長向校方提出寶貴的意見，讓我們發揮家校合作精神，共助孩子們快

樂成長！

幼稚園家長訪校—校長向家長

介紹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

神父祝聖師生合作壁畫

耶穌陪你過中秋開學祈禱會

班代表會議

聖誕祈禱會

家 長 教 師 會 
2022年1月

運動競技日校長跟我們一起玩遊戲

地址：九龍彩雲邨第二小學            電話：2755 7180             網址：www.cwsj.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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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會 務 報 告

1. 親職教育講座

   在過去一年，家教會積極協助舉辦家長教育課程，全學年

共舉行了九次家長講座。主題如下：

2. 家校溝通橋樑

•2021年7月13日舉行了家長教師會週年會員大會暨幹事

會、級委員及班代表委任典禮，約有百位會員出席。

會上主席及司庫分別作了會務報告及財務報告，並頒

發委任狀及感謝狀予家長幹事、級委員及義工。

•全年共舉行了四次幹事會議及一次家長班代表會議。

•第五屆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李襯雲女士及替代家長校董

黃沛林女士出席校董會議，關注學校各項發展。

3. 家長義工活動

•組織及鼓勵家長義工參與子女的學習，同時協助學校推

行各項校務工作。

•日常協助配合學校運作的活動例如入校安排外，亦有協

助於畢業禮製作紀念品及壁報等工作。

•去年曾參與義工服務的家長共70位。

4. 敬師活動：

「教師節」(9月10日)：本會準備了生果作為禮物，以短

片方式支持校長及全體的教師對全體學生的教導及關愛。

5. 家校聯誼活動： 

7月初亦舉辦了一次家長教師會聚會，以感謝家長義工於

上一學年的協助。

6. 家長興趣班

•十多位家長曾參加本年度的家長興趣班。

•五月舉行一次穿珠班，由畢業生家長擔任導師，參與的

家長都能製作精美的製成品。

7. 贊助學科獎項

家教會樂於配合學科學習活動，設立獎項推動學生學習；

今年繼續贊助中英數常科獎項，能鼓勵學生努力進取。

8. 信息發佈及溝通

•本會透過出版《家長教師會快訊》、學校網頁，把信息

日期 主題 日期 主題

20/10/2020
吾家有子(女)初
成長(LEAP)

9/3/2021
懲 罰 以 外 ， 你
的選擇(LEAP)

26/11/2020
望 子 成 「 ? 」
(LEAP)

15/4/2021
增 強 關 係 勝 算
高(LEAP)

1/12/2020
成為子女的學習
助手

24/4/2021
如 何 協 助 孩 子
善 用 科 技 促 進
英語學習

15/12/2020
天賦角色難自棄
(LEAP)

31/5/2021 孩子知多少

7/1/2021
和 子 女 有 個
「藥」會(LEAP)

傳遞給家長；組織義工製作壁報，十分精美，報

道家教會訊息。

•已建立家教會幹事及班代表與各班家長的訊息網

絡，且保持密切溝通。希望各位家長善用Whatsapp

羣組發放正面訊息，保持緊密聯繫。

9. 核數工作

20-21 家長教師會核數工作：

由張華梅女士(4A 何采穎家長)、林嘉淇女士(3D李承

熹、6A李亦朗家長)負責擔任。

結語：

感謝各位家長及老師的支持協助，令家教會的會務

及各項活動得以順利開展。期望新的年度大家繼續支

持，更多參與及提出寶貴意見，令家教會更好地發揮

作用。

2020-2021年度 家長教師會(學校帳)財政報告

項目 項目 收入 支出 備註

1 承上結餘 3583.00  項目1

1
教育局家校合作活動
資助

5740.00  
項目1

2

教育局家校合作活動
資助講座及工作坊費
用(培養正面價值觀及
生活方式)

10000.00  

項目2

3
教育局家校合作活動
資助舉辦家長教師學
生活動

10000.00  
項目3

 會訊  2900.00 項目1

 快訊  2200.00 項目1

 
成為子女學習助手家
長講座

 2000.00
項目2

 
教師與家長共同合作
美化校園

 308.76
項目2

 義工訓練及敍會  358.20 項目2

 退還教育局  17333.04 項目2-3

 小計： 29323.00 25100.00  

 結餘：  4223.00  

2020-2021年度 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

項目 收入 支出

承上結餘 81783.3  

收2020-21插班生家教會費 400.00  

收2021-22小一新生家教會費 8000.00  

收2021-22插班生家教會費 1700.000  

敬師日水果  500.00

家教會活動責任保險保費
(4-12-2020至3-12-2021)

 
2101.79

家教會贊助學科書券  3960.00

   

小計： 91883.3 6561.79

結餘：  853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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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代 表 2021-2022

家長：葉立慧學生：1A施凱晴

家長：佘瑞枝

學生：2C黎家昇

家長：林嘉淇
學生：3D李承熹

家長：陳艷霞

學生：6A 陳天澄

家長：陳艷珍

學生：1B李煜培

家長：趙秀珍
學生：2D張品煒

家長：李霞

學生：4A李幸諭

家長：余淑芳學生：1C甄全銳

家長：張秀洪

學生：3A邱子怡

家長：陳惠子
學生：4B陳鈊怡

家長：范美柔

學生：2A吳伊靖

家長：王瓊英學生：3B林麗亭

家長：岑碧雲

學生：4C譚銥鈴

家長：雷佩文

學生：5A雷駿熙

家長：鄭慧萍學生：5B曾灝旻
家長：楊翠琴

學生：5C徐一樂
家長：王淑華

學生：5D陳柏佟

家長：趙雅連
學生：6B 譚侃峰

家長：韓素音

學生：6C 陳彥亨
家長：周婉玲

學生：6D 許嘉謙

家長：許灝衡學生：2B許賦瑧

家長：曾利利

學生：3C金俊杰

家長：蔡燕紅
學生:4D李宗儒

賴潔虹

5A何芷穎
譚士駿

5D譚鎧坤

級委員



1A 文蕊琳、6A 文蕊晞 呂劍敏女士

大家好！我是1A班文蕊琳和6A班文蕊晞的媽媽。受到

疫情影響，兩個小朋友都經歷了停課和網課的經驗，這個時

期不論是對學生或家長都是一個磨練。幸好，疫情好轉，她

們可以到學校上課了。小朋友都感受到可以坐在課堂跟老師

面對面上課是一件難得的事情，她們會專心一致上課，有問

題亦可以直接問老師，立刻解答疑難，還可以跟同學一起學

習和遊戲。對於小一新生，面授課堂更有效地銜接小學課

程，更易投入小學的校園生活。希望日後能夠盡快恢復全

日制面授課堂，大家都可以除下口罩，享受在學校學習的

樂趣。

2D班 甄幸鈺  李淑敏女士

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爆發，我們面對着有史以來

最大的困難，疫情之下，孩子們上課的問題也隨之而來，孩

子不能到學校上課，學習進度受限了，隨着疫情受控，2021

年面授課開始了，孩子們學習有了更大的進步。網上授課，

很重要的一點子是器材，這與面授課程不同，學生只能透過

屏幕與老師見面。所以，很多家庭都會想到一個問題，家裏

的電腦器材是否足夠或者合適？家庭有兩個以上的孩子，

是否要多置一台電腦才能同時上課？器材的費用是否負擔得

起？學習環境需要安靜，而香港家庭空間比較少，大人不能

騰出空間給孩子，孩子不能專注學習，大大減低學習的成

效，孩子的課程一般都四至五小時，孩子長期面對屏幕，身

體和眼睛都容易疲勞及受傷。

面授課程，孩子可以在學校跟老師和同學都有互動性，

孩子們之間互相學習及溝通技巧，同學之間增加感情交流、

互相競爭、互相進步。老師能更生動地給學生教學，孩子學

習更加開心。

希望盡快恢復全日面授課程，家長有更多的工作時間，

孩子們也有更好的學習環境。
3A林善彤   梁伊玲女士

轉眼間，善彤已在彩雲聖若瑟小學學習第三年，感謝各

位老師對善彤的愛護。每天，我最開心就是看見善彤放學排

隊時向我揮手，很感恩善彤的校園生活十分愉快的。

最深刻的一次，善彤對着二年級中文科葉老師說 ：

「下！我唔識字架！」善彤入讀小一時，可以用「文盲」來

形容她。家長日時，老師的意見是多閱讀課外書籍，從而提

高識字量。從那時起，每晚睡前抽空十五分鐘伴讀，三個月

後，她確實增加了識字量，閱讀中文能力提高了不少。還記

得一年級入學時，班主任說:「小朋友在一至三年級階段，請

家長不要放手，任由他們自由學習。你們一放手，他們就失

去方向，不進則退。」作為在職的家長是很困難的，加上疫

情影響，家中沒有一個安靜的環境上網課，善彤的集中力及

理解力是我當時最急切要解決的問題，幸好，老師預備了充

裕教材幫助家長們在家協助教導，簡報簡單清晰，善彤慢慢

也適應起來，並由我督促她每天完成老師的作業，我們確切

地進行家校合作，在雙管齊下的情況，她的成績沒有退步。

此外，在停課期間，還收到兩三次的「陽光電話」，班主任

問候善彤和詢問家長需要。復課後，三年級開始了，善彤能

夠訂立時間表，完成當天工作，她品行良好，今年更被選為

風紀，並取得「禮貌及儀容之星」，家人為她感到驕傲。媽

媽在新一年期望善彤能繼續鞭策自己，提升自己能力，真正

做到自主學習。

4D張邈瀚  林秀雯女士

多謝學校陪伴學生渡過這段艱難的疫情日子！感謝老師

和學校之餘，當然還有家長和同學的努力。去年上網課的時

候，其實比上實體課還要辛苦，同學沒有正常的社交接觸，

同學的相處時間也不夠，幸好今年可以到學校上實體課，希

望各位同學可以把握時光，好好享受得來不易的學習環境，

能夠與同學一起學習、相處、交流，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5A 何芷穎 賴潔虹女士

新型冠狀病毒令各校無奈地取消面授課程改為網課，

相信每個小朋友萬般的不願意。我倆小朋友由從不懂操作網

課，直到現在已瞭如指掌。當中也用了不少時間來適應，突

如其來的停課，老師們用心地製作一連串的教材，對學生吸

收知識，肯定有一定的幫助。但孩子們長時間望着平板電

腦上課，也換來他們增加近視及散光的度數。疫情開始緩和

後，半天面授課堂，看到老師在追趕課程進度，用濃縮的半

天時間來追回之前的課程。相信不論小朋友、老師們也有着

無形的壓力。我最高興的莫過於大部分的課外活動也一一正

常舉辦，小朋友可以重投校園正常生活，希望疫情就此結

束，小朋友可以繼續享受面授課程的日子。

6B陳見幾   邱雅詩女士

因疫情關係不能上學，對家庭、學校都有很大的影響，

對小朋友影響更大，他們減少了在學校的群體活動及社交機

會。在學習方面，面授課堂可與同學及老師互動，較容易集

中精神，在家裏上網課容易受其他因素影響，不能專注集中

上課，網絡又不穩定，畫面及聲音接收不清晰，有些課堂影

響很大，例如體育課、音樂課、電腦課，只能在網上課看影

片，對於小朋友學習進度拖慢了， 對於家長影響都很大。今

年九月開學，可以半日面授上課，小朋友很喜歡校園生活，

希望疫情早日過去，我們能夠盡快恢復全日制面授課堂。

家 長 義 工 心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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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2 年度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名錄

主 席    李襯雲女士 (6A張雅文)
副 主 席    黃沛林女士 (5A盧宏峰)、衛智立副校長
秘         書    馮淑雯主任
司         庫    潘嘉雯女士 (4D陳肇熙)、何美筠老師
教育及行政    何月雯女士 (5D馮梓濬、6A馮穎嵐）
                   葉麗群女士 (4A沈嘉晴、5A沈嘉雯)
                   韋翠兒老師
康樂及社交    邱雅詩女士 (6B陳見幾) 
                   鄧燕紅女士 (3A盧樹禧、5A盧敏晴)
                   譚家敏女士 (2A梁慧蕎、4C梁慧欣) 
                   郭玉青老師、張敏欣老師
榮 譽 顧 問    莫榮棟先生、黃麗芝女士、關肖芬女士、
                   鄭燕琼女士、何柳春女士、何玉潔女士、
                   王碧雲女士、盧美娟女士、余美倩女士、
                   余禮而女士、勞雅珍女士、馬彩玉女士

後排左起：何月雯女士/葉麗群女士/鄧燕紅女士/譚家敏女士/邱雅詩女士/
               韋翠兒老師/張敏欣老師
前排左起：潘嘉雯女士/何美筠老師/黃沛林女士/李襯雲女士/朱家樑校長/
               衛智立副校長/馮淑雯主任/郭玉青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