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PTA/AL/035
第三十五期

主席: K2A 班 慕恩家長
副主席: K2B 班 千語家長

副主席: 周主任

文書: K2A 班 博言、芯妍家長

文書: 黎主任

司庫: K1A 班 竣堯家長

司庫: K2B 班鄧老師

康樂: K2A 班 綽妤家長

康樂: K3A 班吳老師

委員: K3A 班 珀亮、N 班珀玥家長

委員: K3B 班 倩苗家長

委員: K3B 班 弋芯家長

委員: K1B 班 悅怡家長

委員: K1B 班 明真家長

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幹事誕生了，未來兩年大家加油哦!

主席的話
大概大家和我都一樣，
在居家抗疫、適應新的日常
中，不知不覺渡過了 2020
年︰從匆匆送女兒上學後就
上班去、下班趕緊接她回
家，到天天在家工作兼包辦
早午晚餐，還有圖工時間、
搓麵包焗蛋糕等小食製
作……好忙碌、也身心疲
累。
疫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模式，令我得到了更多珍貴
的親子時光、廚藝鍛鍊機
會，疫情讓人煩惱，也讓我
看見愛。
家長們互相幫助採購防疫物資、分享在家學習的資源；孩子把自己畫作寄給想念的朋
友、打視像電話和好朋友互道思念；老師忙於改用視像教學的同時，對家長、孩子的關心毫
不退減。
愛，不至愛在瘟疫蔓延時，只是在疫情下的新日常中，更突顯它的珍貴和溫暖。縱使世
界變遷，唯獨愛是恆久，祝願各位身體健康，主愛滿溢。
主席 K2A 慕恩媽媽

疫情下，我們以
ZOOM 進行第二
次會議

委員介紹
Hello！我是本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Bobo，是 K2A
班慕恩的媽媽。
作為在職媽媽，每次到學校接送女兒上學下課
的機會，都感到格外珍貴，當女兒每天充滿期盼的
去上學，放學後滔滔不絕的與我分享校園的快樂生
活、讚嘆學校的茶點和飯菜美味得要舉手添食的時
候，我總希望自己能略盡綿力，透過參與家長教師
會、協助學校的活動，為小朋友創造更多愉快的回
憶。
很高興今年能再次參與家教會的工作，期待在
日後的學校活動中和大家見面！未來的日子請大家多多指教！
主席 K2A 慕恩媽媽
大家好，我係 K2B 班石千語的媽媽，我叫 Celine。很感
恩今年可以再次加入家教會這個大家庭。
今年碰上疫情，連上學的願望也變得奢侈。因此在這時間
很多事情都要作出更改或取消。但感恩我遇上這間學校，在上
年度政府又要宣布新一輪的停課時，學校很快作出一系列的應
變措施，而當中家教會也充當了協調的角色，為畢業生舉行了
一個小巧而溫馨的畢業典禮。作為上年度的畢業生家長，在此
感謝校方的安排，使孩子的學前階段有完滿的結束。
適逢今屆的任期迎來學校 20 週年，期待和各委員一起合
作，預祝校方活動一切順利。
副主席 K2B 千語媽媽
大家好，我是
Eva，多謝大家讓我成為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周宋主
愛幼兒園 2020-2022 家長教師會其中的一位委員，
主要負責文書工作。另外，我也是 K2A 林博言和林
芯姸的媽媽。和大部分在職家長一樣，除了要應付
職場上的工作，回到家中，也需要肩負另一個更重
要的責任。剛剛過去的一年，的確是特別的一年，
小孩子暫停面授課，需要在家學習，定必令家長承
受更大的壓力和苦惱。然而，小孩子的成長需要家
長的陪伴和鼓勵，家長的積極面對，可以鼓勵孩子面對將來人生的各樣變化，產生正面態
度。讓我們一起努力，為孩子建立美好成長回憶。
文書 K2A 博言、芯姸的媽媽

委員介紹
大家好，我是 K1A 班梁竣堯家長梁子慧，好榮幸可
以得到各位家長投票給我，令我可以參加 2020-2022 周宋
主愛幼兒園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本人亦有幸可以擔當家
教會司庫一職，2020 年是難過的一年，希望新一年大家身
體健康！
司庫 K1A 班 竣堯爸爸

Hello 大家好 我係 K2A 羅綽妤嘅媽媽，綽
妤嘅家姐綽孜都係喺周宋畢業，一眨眼原來已經
加入咗周宋主愛幼兒園大家庭第五年啦！好開心
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
喺呢間學校入邊，我好開心，我兩個小朋友
都一直感受到好多嘅愛同關懷。校長同老師嘅關
愛，令小朋友心靈變得強壯，學習正確的價值觀
就係小朋友喺進入小學之前好需要嘅養分，喺周
宋嘅小朋友絕大部分都善良又可愛，真係一個非常理想嘅學習環境。
停課嘅日子加加埋埋就快一年了，大家過得如何？我知道好多家長同我一樣，為左小朋
友缺乏群體生活嘅日子，感到可惜，總覺得佢地缺失左唔少。我希望喺依度小小機會，同大
家分享下，小朋友冇得返學，固然少左一啲體驗，但我認為佢地年紀小小，最需要的其實是
家庭同老師嘅關愛，而不單單是「識字」、「數概」等學術認知呢！希望我們作為家長都可以
大家互相提醒互相勉勵，在亂世中，更加要為小朋友建立強大又善良嘅內心，去面對「疫」
境！
當然也希望快點可以返學，在學校同大家繼續一同成長啦！
康樂 K2A 綽妤媽媽
大家好，我係 Tatiana。今次係我第二次加入家教會
了，而家大仔珀亮已經 K3 準備升小學，細仔珀玥都 N
班了。
仲記得第一年做康樂，搞咗個家教會旅行去山頂同
埋去灣仔坐摩天輪，既開心又可以認識到其他嘅唔同級
別嘅家長。
所以我真係好開心可以再次成為家教會委員，因為
成班委員就好似一家人咁樣互相幫助，而且也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委員 K3A 珀亮、N 班珀玥媽媽

委員介紹

Hello !! 我是 K3B 班李倩苗媽媽 – 潘嘉莉 Vicki ^^，
今年第三次擔任家教會委員，現為全職媽媽，前職是社工。
今年因為疫情未能與大家見面，期待疫情快點過去，與大家相聚
及參與校園活動。
委員 K3B 班倩苗媽媽
疫情中的 PTA 跟學校一樣，默默地在努力！
我是弋芯媽媽（K3B)，第二次擔任 PTA 委員了，盡力的在幫助學
生、學校一起成長！ 有見本屆增添了不少新力軍，而且都很盡力
參與及反映意見，跟教師家長團隊一起合作又有學習做人做事的
機會了！
感激弋芯繼續在充滿愛的校園成長，也特別感謝弋芯爸爸經
常在背後幫忙，PTA meeting 時幫忙照顧女兒，購買物資時一起
出動！爸爸們也在努力啊！第十一屆的爸爸媽媽們一起加油！
委員 K3B 弋芯媽媽
Hi～大家好。我是 Vicky，是 K1B 班羅悅怡媽媽。有幸成為家長
教師會一份子，我的崗位是委員。我是一個在職媽媽，所以工作
以外的時間我會盡量陪小朋友。雖然今年受疫情影響，不能帶小
朋友去不同地方，只好留在家跟她嘗試做麵包、蛋糕、曲奇等小
食，我覺得也是一種很好的親子活動。明白小朋友到這個階段真
的好需要學習社交以及適應群體生活，卻被這一年的疫情抹煞了
很多他們學習和見識的機會。然而，能夠在家工作的我額外地賺
取了陪伴和觀察她的時間，也是一個很大的恩典呢！希望在此為
各位家長以及小朋友打打氣，因為主恩常在，也足夠用的～
委員 K1B 班悅怡媽媽
我叫 Alan，是 K1B 班謝明真爸爸，家裏還有個未滿
一歲的幼女。很高興女兒能加入周宋這個大家庭，也很榮
幸能爲家教會出一分力。疫情下，老師與家長教導小朋友
都有新的挑戰，也探索出新的教學模式。期待疫症過後，
小朋友們能儘快恢復群體生活，愉快成長。
委員 K1B 班明真爸爸

活動花絮
第十一屆(20-21 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
「溺愛世代的管與教」家長講座(10-10-2021)

第十屆主席工作報告

第十屆委員協助點票
司庫報告財政狀況

恭喜 K2A 班慕恩媽媽成為
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第十屆及第十一屆幹事合照
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幹事

羅乃萱女士於講座前教大家動一動進行熱身

答中問題有獎品，恭喜前主席!

感謝羅師母精彩的分享

凡持有本校家長教師會有效會員證者可獲以下優惠：
（１）

店名：金蘋菓餅店
電話：2477 6087
地址：元朗安寧路 84 號
優惠：凡惠顧蛋糕可享原價八折優惠（麵包及西餅除外）

（２）

店名：沖印城(優惠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
電話：2473 2680
地址：元朗擊讓路崇德樓 16 號 B 地下
優惠：冲晒／過膠可享九折優惠（特價除外及需出示証明）

（３）

店名：光華書局
電話：2476 2267
地址：元朗安寧路 20 號利群樓地下 D 舖
優惠：滿$100 可獲九折優惠

（４）

店名：寶貝兒
電話：5545 5174
地址：元朗合益廣場一樓 B118
優惠：優惠更新凡惠顧可享 95 折優惠（飾物、代購貨品及特價品除外）

（５）

店名：牡丹西藥房
電話：/
地址：元朗合財街 16-20 號合益廣場地下 A62 號舖
優惠：維他命產品 95 折（特價品除外）凡滿 100 元，可安排免費送貨，
地點包括錦上路及元朗，屯門可議（如需送貨，請預早一星期揚聲，
以便作出安排

（６）

店名：小息時間
電話：6114 1759
地址：元朗擊壤路 9 號金寶大廈地下 6B 號舖
優惠：購物可享有 9 折優惠

（７）

店名：Ubeauty Pro
電話：2984 2499
地址：元朗鳳攸北街 2-6 號永富閣地下 11 號舖
優惠：所有療程半價試做, 購買療程七折優惠

（８）

店名：幻影攝影沖曬器材（優惠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
電話：2475 1102
地址：元朗教育路 70 號 H5 地下
優惠：出示會員證即享有 VIP 優惠，需參閱店舖告示，
3R/4R $0.8, 5R/6R $4.0, 8R/12R $8.0, 15R $22

（９）

店名：維維食品有限公司
電話：2362 6238
地址：元朗俊賢坊 28 號安基大廈 11 號地舖閣樓(學校後面)
優惠：購物滿$100 可獲 95 折，滿$200 或以上 9 折，特價貨品暫不在此優惠內

（１０）店名：光明書局
電話：2478 7369
地址：元朗壽富街 5 號地下
優惠：購買文具滿$50 可獲九折優惠（特價品除外）
有效日期：1/8/2020-31/7/2021

日期:2021 年 5 月 15 日(六)
時間:10:30-12:30
主題:如何管理幼兒情緒
講者:羅乃萱女士(家庭發展基金總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