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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22-24 年度)家長教師會架構圖 

 

主席：陳允參女士 

K1A 班陳沛賢、K3A 班陳言睿家長 

副主席：彭敬威先生 

N 班彭顥誼、K3A 班彭顥鏗家長 

副主席：周彩霞主任 
    

文書：謝曉軒先生 

N 班謝明菲、K3B 班謝明真家長 

文書：黎泳敏主任 
 

司庫：何澤銘先生 

K1B 班何允妍、K3A 班何承謙家長 

司庫：吳賽君老師 

 K3A 班老師 

康樂：趙必南先生 

 K2B 班趙良立家長 

康樂：謝思慧老師 

N/K1B 班老師 

 

  

 



主席的話 

 

我係 K1A 陳沛賢、K3A 陳言睿的媽媽。好高興能參與

2022 至 2024 年度家長教師會，為各小朋友以及其家庭謀劃

各活動，大家一齊「學住玩，玩住學」。 

 

    在疫情措施紓緩的情況下，12 月我們可以每小孩兩家

長出席參與「普天『童』頌迎聖誕」活動，當日見到很多眼

熟的爸爸媽媽，又或好一陣子沒見到面的公公婆婆，爺爺

嫲嫲，浩浩蕩蕩、掛著笑臉的帶著小孩子回校。那是一個陽

光普照，帶熱鬧氣氛的早上…… 

 

    從 N，K1 班小 BB 初踏台板，沒有太多怯場順利完成

表演。到另一班 K2 小朋友有著去年的 20 周年校慶，結業

典禮表演的經驗，看得出有著顯著的進步。來到 K3 大哥

哥大姐姐的歌舞話劇表演，不只令大家捧腹大笑，同時了

解到聖誕節慶祝主降生的故事啊！所有老師們悉心排練，小朋友努力學習和勇敢面對人群，都應記一

功。結束活動後，一衆家長陸續接回自己的寶貝，稱讚一番錫錫拍照。及後家長小朋友列隊互相派聖

誕咭，聖誕禮物，現場熱鬧歡樂氣氛簡直推到高峰，開心的情緒令各小朋友良久都不捨離開。 

 

    開心的事情不要停！萬衆期待的農曆新年有一連串的賀年活動:年宵攤位，新春團拜等。我們家

教會成員拍攝了非常逗趣的短篇話劇「年獸的故事」供小朋友年宵活動當日觀看，又招募家長義工幫

忙寫揮春和參與「擺檔」協助年宵活動，家長們反應相當熱烈，務求令到每個小朋友都有著一個難忘

的農曆新年的活動體驗；而且，今年家教會秉承傳統贊助新年禮物，讓小朋友帶回家過好年。 

 

    這三年受疫情所限，家長可以一同參與的學校內的活動少之又少，而校外的活動更變得近乎

零……但又因著 2022 年底疫情措施舒緩，在家教會各成員積極的推動「親子旅行」將於今年 3 月捲

土重來！希望大家踴躍參加，擁抱更多的家庭樂，為小朋友這幾年的幼稚園生活中添上點點滴滴温暖

的回憶。 

 

        最後亦是最重要的，祝願各位大朋友、小朋友都身體健康，生活愉快，笑口常開！ 

 

主席 K1A 班沛賢、K3A 班言睿媽媽 

 

 

 



委員介紹 

大家好!我係敬威，有兩名子女就讀周宋主愛幼兒園，好高興認識

大家，好高興加入周宋主愛幼兒園大家庭。正值新春期間，首先向大

家拜個年，祝各位主恩常在、福杯滿溢、家庭和睦、身心安康。 

我希望向大家分享一件與仔女做義工嘅事情。當天我們一同探訪

長者中心，同長者一起唱歌玩遊戲。過程當中，可以令小朋友體驗幫

助別人、照顧別人嘅感受，讓小朋友接觸關愛文化。這裏小小分享，

希望各位可以從不同嘅小事情中，讓小朋友感受到愛與關懷。希望日

後喺家教會活動中見到大家。多謝各位。 

願主賜福予你們!                                     副主席 N 班顥誼、K3A 班顥鏗爸爸 

 

大家好，我是 N 班謝明菲和 K3B 班謝明真的爸爸 Alan，很榮幸今

年能繼續擔任家教會文書，為學校和家長們略盡棉力。 

還記得兩年多前，細女明菲出生之際，正值新冠肺炎令全城陷入

恐慌之時。當時全港學校改成網課，防疫政策「日新月異」，兩個大人

斷斷續續在家辦公，兩個小孩弄得一家手忙腳亂，自己晚上還要上課

進修。感激周宋主愛幼兒園在疫情期間，依然開放校門，給予有需要的

學生留校託管，我們一家才可過上大致正常的生活。 

隨著社會逐漸復常，學校也將在 3 月份恢復舉辦久違的親子旅行。

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孩子們可以除掉口罩相見，一起呼吸自由的空氣。 

文書 N 班 明菲、K3B 明真爸爸 

 

大家好，我係 K1B 何允妍同 K3A 何承謙爸爸，好開心能夠

參與家教會的工作，可以出一分力。承謙由 K1 開始已經在疫情

下開學，之後又經歷了多次停課，復課後亦只能半天授課，終於

近日疫情開始緩和，防疫措施亦逐步放寬，希望黎緊 3 月家教會

的親子旅行可以順利進行，讓小朋友和父母可以好好享受快樂的

一天。 

司庫 K1B 允妍爸、K3A 承謙爸 

 

大家好，我是 K2B 趙良立的爸爸，我是一位小學老師，亦是

兩位孩子的爸爸，我喜歡帶良立和良正(細仔)到公園玩耍，亦喜歡

和他們一起唱歌、跳舞。到了節日的時候，我們一家四口喜歡到不

同的地方遊玩，最近新年假期的時候，我們到了太平山山頂遊玩，

一起欣賞香港的景色，我們還一起拍照留念。 

 

康樂 K2B 良立的爸爸   



愉快閱讀識字小貼士 
 

 

孩子大得真快，大女明真今年九月份就要升小學了！我和太太聽了幾家小學簡介講座，

又找了相熟的家長和老師討教，深感現今的教育體制對家長時間、心力的投入有很高的期望，

與自己讀小學的年代實在不可同日而語，課程也比以往更深。為了預備自己即將成為「小學

生家長」的大任，便找來幾本有關幼兒語文教學法的書來讀，獲益良多。謹把書中要點摘錄

如下，借專家之言，拋磚引玉，與各位家長共勉。 

 

能力高，興趣低 

據 2016 年國際研究顯示，香港小學生的閱讀能力達世界第三名，但對閱讀的興趣、信心

和投入程度卻位居榜末。研究也顯示，參加課外輔導班的學生，閱讀能力反而不及沒有上輔

導班的學生。 

 

親子閱讀技巧 

如想提高孩子對閱讀的興趣，建立閱讀氛圍，不妨試試以下方法： 

1. 多與孩子共同閱讀他們感興趣的故事書，不時鼓勵孩子觀察與思考，猜測故事發展，並

多稱讚孩子。 

2. 幼兒大多喜歡句子重複的故事。當孩子了解故事內容後，家長可教孩子認讀字詞。當孩

子已認得較多字時，可與孩子輪流朗讀，自然就會掌握字形、字音和字義的對應關係。 

3. 當孩子讀錯或遇到不會讀的字，家長不需馬上矯正，而是鼓勵孩子從上文下理猜測字

義。 

4. 當孩子熟識故事後，可鼓勵他放下書本，以自己的話複述故事。 

5. 孩子可用圖畫把喜歡的故事重現，或改動情節，製作一本獨一無二的圖書。 

6. 孩子和家長可一同扮演故事角色，演繹或創作對白。 

7. 最好能安排一個固定時間與孩子共讀，讓閱讀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8. 多帶孩子到圖書館或書店逛逛，讓他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圖書。 

9. 以書作為獎勵或禮物，養成愛書習慣。 

10. 出門時為孩子準備一個小背包，隨身帶一本書，路程中可解悶。 

11. 父母以身作則，以閱讀為樂，孩子自然潛移默化。 

12. 預留時間給孩子閱讀、玩樂和休息，避免把課外活動安排得密密麻麻。 

愉快高效識字的理論與策略 

1. 理論：語文有分字形、字音和字義。孩子從生活經歷中認識詞彙的意義，然後學說（音），

最後才會認讀和寫（形）。 

2. 策略： 

a. 所以，識字教學應由意義帶動，利用孩子本身的生活經驗和知識來引導他們學習

新字，自能事半功倍。 



愉快閱讀識字小貼士(續) 

 
b. 學習漢字的目標，可分為「認讀」、「書寫」和「應用」三個層次。 

c. 一些常用的部首（如：「水、手、 田、言、人、心、車、口、女、糸、虫、魚、

耳、石、日、土、竹、木、金、弓、馬、革、酉、食」等），本身是整字，同時又

能衍生大量的字。孩子先學這些常用字，再學它的衍生字，便能快速擴充識字範

圍。 

3. 常見誤解： 

a. 香港的學校常以默書作為評估兒童識字能力的方法。但默書考的是兒童的記憶能

力，而非掌握字義和發音的能力。默書是評核而非學習。過分操練，容易令孩子

喪失學習興趣。 

b. 筆畫少的字雖然易寫，但不一定比筆畫多的字容易認讀，因為筆畫少的字很多時

都是虛詞或兒童不易理解的詞（如「了，的、才、上大人、孔乙己」等）。一些

筆畫多但兒童已知道音和意義的詞（如爸爸、媽媽、漢堡包），孩子反而較容易

理解和應用。 

4. 愉快識字小貼士 

a. 把孩子喜歡的兒歌、卡通片主題曲等歌詞印出來，邊唱邊讀。 

b. 看影視節目時，可以打開字幕，鼓勵孩子閱讀。 

c. 逛街時見到的路牌、價錢牌、餐牌、食品包裝、廣告等，都是

教導小孩認字的好工具。孩子發現自己認識的字，更有成就感。 

d. 利用已知漢字的常用部件，帶動學習字音、形相似的字。如以「也」字帶動學習

「他」、「地」、「拖」、「她」、「牠」等擁有相同部件的字。（教科書的「延展學習

冊」中有少量部件字卡，坊間也有類似的字卡可買。） 

e. 對於年幼的孩子，家長可鼓勵幼兒在大張白紙上仿寫漢字，字型不用複雜，數量

不要多。不必評鑒字體是否優美。 

f. 對於稍大的孩子，家長可鼓勵小朋友動手寫信、卡片等送給朋友，或寫便條、遊

戲規制、日記等，盡量提供應用文字的機會。 

上述原則，雖是從中文教學出發，但用以學習其他語文也是大同小異。語文能力是學習一切

知識的基礎。當孩子能掌握足夠的詞彙以學會閱讀(Learn to read)，便能透過閱讀來學習

(Read to learn)其他知識，成為自主學習者，從此打開知識的大門。 

以上內容，參考自下列兩本香港大學謝錫金教授的著作。若各位想對此課題有更深認識，不

妨找來原著看看。 

香港的教育體制雖資源不少，但局限也多。過分強調默書考試、強調競爭多於合作，操練多

於創作等，都是多年流弊。面對制度的限制，作為父母或會感到無力，難免要隨波逐流。孩

子在幼稚園畢業後還有漫漫長路。但願自己能做個合格的爸爸，陪伴孩子愉快地學習和成

長，也要提醒自己和伴侶不忘初心，不要變成「怪獸」！ 



 

愉快閱讀識字小貼士(續) 
 

 

延伸閱讀： 

1. 謝錫金、袁妙霞、梁昌欽與吳鴻偉。（2018）《愉快有效

提升孩子的閱讀能力到世界前列》。 香港：明窗出版社。

(可於公共圖書館借閱) 

2. 謝錫金（2020）。《綜合高效識字教學法: 理論與實

踐》。香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下圖：明真與朋友在遊樂場寫生後有感而發，認真地製作了人生第一本書。 

 

 

文書 N 班 明菲、K3B 明真爸爸  



第十二屆(22-23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暨「玩什麼?怎樣玩?」家長講座 

 

日期：22-10-2022 

  
 

            
 

   

   

 

雷校長致歡迎詞 第十一屆主席工作報告 司庫報告財政狀況 

感謝第十一屆委員出心出力 點票及覆票 第十二屆委員誕生 

 PlayRight 的 Flora媽媽帶我哋玩遊戲，家長們都玩得好投入、好開心，感謝 Flora媽媽!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活動預告 
4/3/2023(六) 

家長教師會親子大旅行 

  

 

21-12-2023 為「普天『童』

頌迎聖誕」活動包裝禮物 

家教會委員為大家

製作的「年獸的故

事」係咪好精彩呢? 



家長教師會會員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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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價貨品、麵包及西 

餅除外）如訂購特別款式的生日蛋糕，需要提早一星期預訂， 

         才可獲得優惠。 

 

（２） 店名：沖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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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影攝影沖曨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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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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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惠顧可享 95 折優惠（飾物、代購貨品及特價品除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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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店名：名視眼鏡 

電話：2728 3196 

地址：新界元朗教育路 1 號, 元朗千色匯, L2 二樓,11 舖 

優惠：正價折扣後，全副眼鏡再減$200，套餐架連鏡，可減$50 

（隠形眼鏡及護理藥水不適用） 

 

 

  



家長教師會會員優惠(續) 

凡持有本校家長教師會有效會員證者可獲以下優惠： 
 

（７） 店名：信譽專業眼鏡中心 

電話：2478 2633 

地址：元朗大橋村 113 號地下 

優惠：凡惠顧可獲九折優惠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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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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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以上可獲九折優惠 

 

（１０） 店名：新雅書局 

電話：2477 7320 

地址：元朗壽富街 71 號 

優惠：凡惠顧滿＄150 或以上可獲九折優惠（特價品除外及需出示証明） 

 

（１１） 店名：電話亭 

電話：6358 8832 

地址：元朗喜利商場地下 1A 

優惠：凡消費電話配件滿$100 可享九折優惠 (電話卡除外) 

 

有效日期：1/2/2023 至 31/10/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