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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冬天特別冷……但有一個星期六，我手機的 WhatsApp 傳來幾

張華英義工家長在盆菜宴中當義工的照片，相中的義工家長們冒著

冷冷的北風、穿着厚厚的大衣，正為一群長者們端出一盤一盤熱騰騰的盆

菜，各人的臉上露出了滿足的笑容。我感到這幾張照片的溫度，是人性的

暖流，也展現了群體的熱誠！ 

這個城市特別忙……家長忙、老師忙、學生忙，各人都在生活面對不同的

挑戰和衝擊，哪裏有多餘的時間？哪裏有多餘的心力呢？在家教會內，我

看見大家的時間是花在他們認為有價值的事情上，到底是什麼呢？是學生

的福祉、是對學校的支援、是促進家校的合作。我目睹不同的委員在每年

都在學生的大小事情上不遺餘力地與各方溝通，務求為學生發聲及盡快解

決問題；我又眼見一屆又一屆畢業學生的家長們仍積極投入家教會，繼續

願意成為家長和學校的橋樑！ 

這個時代特別急……但家教會的委員各人都自願在又急又忙的時間表中預

留空間，出席家教會的執行委員會的定期會議以及各分組委員會的會議，

更可貴的是，大家都能撇下職場上急促的步伐和急躁的性子，抱着和而不

同的共融心態商討及執行與學生福利、聯繫家校有關的各項事情。這份忙

中有致、放下自己、包容各方的精神確是難能可貴！ 

身處這個冷漠、忙碌、急促的城市，能在孩子的學校發掘到一個這樣有人

情味的群體，這就是一直吸引我留在華英家教會的原因！其實我也參加過

不少校外的團體和義務工作，但學校的家教會總是散發着一種濃烈的人情

味和生生不息的動力，很獨特，也很吸引！感謝大家對家教會支持的同

時，也感恩神對華英的祝福和看顧！！！ 

雖然我眼見的華英家校合作是這樣的融洽和美好，但世事絕對沒有完美

的，這樣龐大的團隊涉及的人和事很多，畢竟也有它的限制。我對家教會

有個小小的願景，就是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家長按他們許可的時間，嘗試投

入這個孩子過渡青少年、邁向成年的地方，與同路的家長互相支持，一起

經歷及面對沒有預期的挑戰，好好裝備自己，以便支援孩子在成長及學業

路上的每一仗！ 

 葉美施 (F.5B 林卓賢家長) 

主席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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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英精神  

小食義賣是華英中學每年一度的盛事，整個活動把華英家長、老師、

學生扣連起來。最無私的，就是我們每一位熱心為學校付出的家長義工和統籌

老師。在此，我特別代表學校向籌委會主席、眾家長表達最衷心的謝意。 

在小食義賣感恩茶聚中，我豈能只以豐富、美味的食物來聊表心意呢？我以

「華英校訓」——合作、關懷、服務，由衷地向每位家長表達謝意。校訓很簡

潔，行出來不容易，我卻看到每一位家長願意以身教，向眾同學展示華英校訓

的精神。 

合作：多年來，每次小食義賣背後都有近百位家長義工齊心協力地籌備。他們

雖然沒有相同的背景、沒有一起工作的地方，也總有不同的意見，但是抱著同

一個信念——希望將整件事情做好。家長們只靠會議和網絡來策劃、組織整個

活動，背後的難度往往超越我們的想像。能夠在短時間內完成所有的工作，相

信大家都是抱著彼此合作、互相分工、不計不較的態度。在整個過程中，有些

家長所負責的正是自己的強項，因此他們把自己的才華充分發揮出來；有些家

長不計較自己所負責的崗位，即使是簡單的叫賣、清潔、執拾和派發用具，他

們都總是帶着喜樂的心來完成。這就是合作精神。 

關懷：家長們樂意無條件地付出，相信所希望表達的，就是對老師、對學生、

對學校那份關懷的情意。我經常覺得，食物的收費實在太便宜了，他們從沒計

較自己的成本，總是把最好的材料與眾人分享；我又經常看見他們因老師、同

學享受他們的美食，臉上自然地展示燦爛的笑容。這份如《聖經》所說：「施

比受更為有福」的情懷，就在整個活動中不斷流露出來。 

服務：剛才說過，我衷心感受到籌備這個活動並不容易。負責統籌的，要帶領

眾人，連繫眾人，歸納眾人的意見，並且要在有限的時間內把整件工作完成，

背後所承受的壓力和困惑是我們很難想像的。對於教師、學生來說，小食義賣

是一個一小時的過程和享受，對於家長義工們來說，是不知道多少天、多少個

星期的付出，不少家長更付出他們的年假，與家人相處的時間。這就是服務的

態度和決心。 

我衷心感謝參與小食義賣的家長們身體力行地傳遞華英精神。隨著學校未來的

需要，家教會不斷留意著以哪種形式來支援學校的需要，無論形式如何，這份

精神才是最珍貴的。我為華英中學有這群家教會委員及家長義工而感恩。 

 尹志華校長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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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委員姓名 職務 委員姓名 

主席 葉美施女士  家長校董 葉美施女士 ; 王紅茵女士  

副主席 尹志華校長  義工團團長 張雪兒女士 

書記 吳瑞娟女士  義工團副團長 黃敏兒女士 

副書記 蔡原銀老師  學校社工 麥松聲先生；朱姮姮女士 

司庫 吳達成先生  名譽會員 鄭元嫄女士；王俊邦先生 

副司庫 龍楚奇老師  區雪麗女士；曾德銀女士 

教師委員 黎馮美玲老師；潘嘉雯老師   陳如鳳女士；沈麗梅女士 

 李佩芬老師；陳穎兒老師  麥玉娥女士；賴松偉先生 

委員 葉美施女士；王紅茵女士   曾啓文先生；李可兒女士 

 吳瑞娟女士；吳達成先生  候補委員 羅慶華女士；陳霈霖女士 

 黃美利女士；鄭炳全先生  李顏萍女士 

 楊瑞英女士；林小芬女士   

 何浩然先生   

  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名單﹙2017-2018 年度﹚  

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 (201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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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華英中學家教會會訊寫「團長的話」，說真的 …… 

一時間還不知應說什麼話 …… 

華英人．華英家長義工 

「合作、關懷、服務」 ——華英的校訓由我中學時期開始至今一直牢

記於心，畢業後每次回母校參與活動，一眾華英人總會提起校訓，分享

中學生活點滴，對學校仍然有著濃濃的情結！ 

及至我的下一代成為華英人後，我隨即亦成為華英家長。記得在兒子的

中一註冊日當天，我看到一班穿著寫上「華英義工團」團服的家長義

工，介紹華英家教會的家長義工團。有機會當母校的義工，我義不容

辭，所以我便二話不說加入了義工團，更認識了數位家長，她們熱情親

切，讓我初次在母校感受到另一番情意！ 

隨著參與家長義工團的各項活動，我發覺原來我們一班華英家長也深深

被校訓「合作、關懷、服務」感染著：我們不論崗位，不論資歷，在不

同活動上也是相互「合作」、互補不足，彼此「關懷」不計較，為學校

無私「服務」。大家也盼望和子女們同步成長，在家長義工團中的家長

就像大家庭的兄弟姊妹，我真的很高興成為其中一份子！ 

在芸芸活動中令我最難忘的，必然是每年一度義工團的重頭活動「小食

義賣」。當天，有超過一百名家長義工參與，由籌備功夫至義賣及善

後，大家均很投入，分工合作。看到師生們踴躍支持，活動能順利進

行，我很感動，這都是全賴大家團結和親力親為的成果！ 

今年，我很榮幸成為家長義工團的團長，有感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在帶領和籌劃活動上需要多學習和累積經驗。不過，因著團隊中各位義

工的包容和體諒；學校和家教會對義工團的支持，處處都充滿温暖，我

這個「華英人」相信義工團會在未來繼續發揮「華英精神」呢！ 

 張雪兒 (F.2D 蕭曜徽家長) 

 

 

 

義工團團長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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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委員姓名 職務 委員姓名 

家長顧問  陳如鳳 Yvonne  聯絡第 4 組 周雪花 Camme 

家長顧問 曾德銀 Amy  聯絡第 5 組 葉群容 YY  

家長顧問 鄭元嫄 Joanne   聯絡第 6 組 趙廣蓮 Connie  

團長  張雪兒 Shirley Cheung  聯絡第 7 組 何浩然 Ivan  

副團長  潘嘉雯老師  聯絡第 8 組 吳達成 Raymond  

副團長 黃敏兒 Shirley Wong  聯絡第 9 組 郭淑紅 Helen  

文書 梁寧珊 Lisa Leung  聯絡第 10 組 羅慶華 Catharine Law  

副文書  崔敏儀 Mandy Chui 聯絡第 11 組 方滿霞 Lisa Fong  

司庫 陳霈霖 Penny 聯絡第 12 組 陳碧珠 Gigi  

資訊聯絡(攝影)  鄭炳全 George 聯絡第 13組 張利貞  

資訊聯絡(攝影)  鄧凎泉 Kam 聯絡第 14 組 岑志殷 Sisy Sam  

資訊聯絡(攝影)  潘偉超 聯絡第 15 組 陳巧儀 Iris Chan  

資訊聯絡(攝影)  梁浩然 Colin 聯絡第 16 組 翁美金 May  

總聯絡 1-4 組  劉淡芬 Cecilia  聯絡第 17 組 林小芬 Daisy Lam  

總聯絡 5-8 組  吳瑞娟 Iris Ng  聯絡第 18 組 關婉君 Cherry  

總聯絡 9-12組  李新蘭 Sunny Lee  聯絡第 19 組 黃敏兒 Shirley Wong  

總聯絡 13-16組  黃美利 Elaine Wong  聯絡第 20 組 梁健銘 Kimie  

總聯絡 17-20 組  林涼涼 Lisa Lam  聯絡第 21 組 陳子慧 Anna  

總聯絡 21-24 組  吳國藝 Janet Ng  聯絡第 22 組 陳紅陽 Susanna  

總聯絡畢業生組  蔡萬心 Mandy Choy  聯絡第 23 組 陳躍勝 Yoki  

聯絡第 1 組  鄔穎妍 Venus  聯絡第 24 組 王麗華  

聯絡第 2 組  Catherine Wong    

聯絡第 3 組  陳鯨伍 Beryl    

  第十五屆義工團職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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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 

2017-09-23 第十五屆義工團周年大會 

2017-10-06 中一家長交流會 

2017-10-14 家教會第十七屆周年大會 

2017-11 至 2018-02 迷踪羅漢拳國術基本訓練班 

2017-11-21 小食義賣籌款 

2017-11-24 「情緒壓力鬆一鬆」 家長講座 

2017-12-01 步行籌款 

2017-12-20 便服日籌款  

2018-01-20 小食義賣感謝茶聚 

2018-01-13 水仙花工作坊 

2018-02-03 農圃青協團年飯 

2018-04-14 地質公園親子遊 

2018-04 至 2018-06 迷踪羅漢拳國術基本訓練班 

2018-05-04 敬師日早會及下午茶聚 

2018-05-25 「贏在起跑線? 如何為子女的學習打氣」 家長講座 

2018-07-12 中一註冊日 

  2017-2018 年度 家長教師會活動及服務 

想知道詳盡家長教師會活動資料，歡迎到華英中學家長教師會網址查詢 http://pta.waying.edu.hk/ 

http://pta.way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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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及 家長心聲  

 (2017-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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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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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21) 

今年是第三次參加小食義賣，雖然擔任的崗位不同，但心情一如既往的激動！ 

前兩年都是在攤位上幫忙賣食物,而今年擔任的是接待組的事項。小食義賣的籌備工作、團長們的精心統籌及各

組員的細緻分工配合都令我感受到眾志成城的力量！ 

義賣的當日，在熱鬧的副堂裡，不僅有家長義工們親手製作的各式各樣的

美味食物，還有那熱心及忙得不可開交的義工們，更有那積極參與支持的

老師們，當然少不了滿懷期待，雀躍的學生們。當校長宣佈小食義賣開始

後，歡騰才剛剛開始……這一切如此熱鬧的氣氛都讓我內心充滿喜悅與滿

足，感受到那份滿滿的愛和無私的奉獻精神，更感受到家校合作的偉大力

量！ 

小食義賣很成功，也很熱鬧，意義非凡！ 就讓這正能量、溫暖且有愛的活動延續下去！ 

林涼涼女士 (F.3C 謝雅雯家長) 

家長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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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華英中學中一生的家長，我很感恩我的女兒能夠加入華英這大家庭。今年 9月，我首次參加了華英義工團周年大會，

在這裡我深深體會到華英家長義工們的友愛。同時，這次周年大會讓我接觸到校長及部份老師，使我可以更深入認識這所

女兒入讀的學校—— 華英中學。 

今年是我第一年參與「小食義賣」這華英盛事。我有幸見證這盛事之餘，更見證了義工團隊的群策、協力、扶持。從一粒

米到一鍋熱騰騰的炒飯……從一片麵包到一件美味可口的薄餅…… 從開會籌備到完滿結束，一切從無到有，都是經過義工

團隊的周詳計劃。看似簡單的工序，實是義工團隊的細心安排；看似平凡的美食，實是經過義工團隊的精心炮製。我看到

的不只是一份令人垂涎的小食或只售數元的甜品，我亦看到華英

義工團對學校的熱愛及對老師同學的關愛。我心感榮幸能夠成為

華英義工團的一份子！ 

陳碧珠女士 (F.1C 盧卓敏家長) 

今年是我第二次參加華英中學「家長教師會義工團小食義賣」 

活動。這是一年一度的 「重頭戲」，各位家長義工不遺餘

力，正好發揮華英人精神：合作、關懷、服務。 

我今年有機會參加籌備會議，沒料到家長們及老師也像在一家

有規模公司開跨部門會議一樣，籌備小食義賣的分組有：財

務、副堂、物料、接待、攝影、佈置……大家坦誠溝通，互助

互補，分工合作。我們不但談到活動的流暢性，也關心到對同

學的需要，如：食物的喜好、份量、保鮮、售賣、處理捐款方式。大家都心思細密，熱烈地提出很多「好煮意」！ 

小食義賣的大日子終於來臨，這天是「家長義工的煮場」！各組員按分工，有的忙於在家政室即做拿手美食；有的在

副堂佈置及在攤位掛牌；有的在家炮製好美食，特意護送回校；有的忙著拍攝花絮……大家前呼後應，各位的潛能就

在這一刻毫無保留地爆發出來！ 

鐘聲響起，看到校長、老師們和同學們興奮地入場。大堂內擠滿人群，溫馨熱鬧，美食當前，大家也十分守秩序，耐

心排隊等候。大家手上捧著大碟香噴噴的美食，大啖大啖把美食送進口裡，互相分享，暫忘儀態，笑臉上都是滿足的

神情，這正是各位家長義工所期待的回報及欣慰，也是原動力！不消半小時，各攤位的美食開始售罄，捐款錢箱也開

始「飽滿」，可見這活動極受歡迎。 

在這小食義賣的活動，我比去年更體會到家長義工對華英的熱愛。台前幕後的籌備一環緊扣一環，一絲不苟。各位的

投入、付出的辛勞及心思實在使我佩服。我看到彼此之間互相合作，本著關懷及侍奉的心來為華英服務，內心既喜悅

又富足。 

吳碧芝女士 (F.2B 丘佳融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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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 2017 年對女兒來說既是特別又開心，因她由小學升上中學，且如願以償入到她心儀的華

英中學 。很感恩，今天有幸跟學校的義工團參加了華英中學一年一度為改善學校的教學環境

並提高教學質素而舉行的步行籌款活動，可真有意義！作為家長，我們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擁

有一個優良的學習環境，所以我們應該多配合和支持學校舉行的活動，身體力行做個好榜

樣。 

透過步行籌款，令我深深體會到家校合作的重要性；看到校長、老師、學生的投入。那天，大家都盡情享受郊區新鮮的空氣、藍天

白雲、鳥語花香，身心都得到釋放，學生都很乖巧很守秩序，很開心。希望明年我都會繼續參加。 

陳麗真女士 (F.1C 鄭伊琳家長) 

華英一年一度的步行籌款活動於 2017 年 12 月 1日在大潭郊野公園順利舉行。當天早上，首先由校長主持簡

單而隆重的開步禮，在校長帶領大家祈禱後，活動正式開始。一路上，師生和家長們一邊走，一邊欣賞周圍

的花草美景，一邊影相留念，大家有講有笑。兩個多小時的時間，在歡聲笑語中不知不覺地度過了。回想當

天的活動真是熱鬧非凡，作為中一家長，有幸能參加步行籌款這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甚是高興。當天就好

像是華英這個大家庭的同樂日，到處充滿著歡笑聲。通過這次活動，讓我深深體會到華英是一個充滿愛心、

團結、互助、和諧的大家庭。 

李顏萍女士 (F.1D 李芷琦家長) 

家長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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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服日籌款 (2017-12-20) 小食義賣感謝茶聚 (2018-01-20) 

中一家長交流會  (2017-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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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仙花工作坊  (2018-01-13) 

迷踪羅漢拳國術基本訓練班 

農圃青協團年飯 (2018-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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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心聲 

4 月 14日 ——我作為一名中一生的家長，第一次參加華

英中學的春季親子旅行，一早來到學校看見到禮堂已有

老師與義工家長在等候。 

大家乘坐旅遊巴士到西貢轉搭遊船，沿途觀賞風景優美

的國家地質公園「萬宜水庫東壩」、破邊洲和鹽田梓。

我在船上一邊賞景拍照，還一邊參與不少有趣的遊戲，

氣氛相當愉快熱鬧。我們中午在糧船灣著名酒家享用漁

村風味宴，餐後前往鹽田梓參觀傳統制鹽過程。 

風和日麗，天公作美！透過這次這麼細緻和豐富的安

排，大家可以與老師、家長及孩子們一起到郊外舒展身

心，藉此加強了解和溝通，我更深深感受到華英這個大

家庭的熱情與團結。這是非常令人難忘和有意義的一次

活動呢！ 

林勤女士 (F.1D 陳奕進家長) 

今天天氣晴朗，大清早我們一行 3人已回到學校。我因為

第一次做組長，心裡感到有些興奮和忐忑，亦感激我們組

的組員非常配合和準時。 

在西貢碼頭集合後，便開始一天的遊船河活動。路途上充

滿歡聲笑語，我們聽著海浪拍打的聲音，望著兩邊優美的

景色，享受著聽覺和視覺兩種不同感覺。在欣賞風景的同

時，學校的家教會家長義工也在忙碌著，原來她們精心準

備了遊戲、禮品，讓我們遊玩之餘還有意外驚喜。歡笑

聲、掌聲不絕，更意想不到的是從來沒有中獎運的我，竟

然中獎，實在太開心了！ 

印象最深刻的是橋咀洲，大家看到了風化的菠蘿包石、清

澈的海水，還可以在旁邊挖蜆，玩得不亦樂乎！最後，大

家依依不捨的坐船回去，還相約下次再來呢！ 

陳霈霖女士 (F.2D 陳錦銣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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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4 日是 2018 年度華英中學敬師下午茶聚的大日子，亦是我第一年參加這類型的活動，我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進入華

英副堂，此時，只見禮堂兩旁已站滿熱誠的家長義工，他們正忙著為大家準備小食，真的好想認真感謝他們對活動的支

持，隨後便是校長、老師以及同工們徐徐進場。聽過主席帶領大家祈禱後，茶聚便正式開始。 

透過與女兒班主任在輕鬆、愉快的分享中，感到他不但和藹可親，還有對學生的循

循善誘，對專科領域的熟悉，以及對教學充滿熱誠，感恩有幸他能當上我女兒的班

主任，亦慶幸自己沒有為女兒錯配學校。是次的茶聚中，好開心也能跟校長傾心吐

意，而他並沒有給人高高在上的感覺，完全是一個親民的校長，他有著很大的教學

理念和願景，實在好值得我們敬佩！ 

在這次的茶聚中，我心明一所優秀的中學，只要有著一衆熱愛教學的老師們和校

長，自會培育出最卓越的學生。在此讓我再次稱頌各師長們，並致以最深切的謝

意！ 

岑志殷女士 (F.2A 譚凱彤家長) 

時光飛逝，轉眼加入義工團已六個年頭，這六年間我深深感受到的，除了是學校對孩子的關愛，還有華英家長義工團的情

誼。參與義工團讓我感受到團結的力量，不單是義工家長的賣力，還有眾老師的積極參與及協助。每年一度的「敬師茶

聚」活動，讓作為家長的我，可表達對老師的敬重和謝意，與老師輕鬆的一聚和

交談裡，讓我更了解學校的方針及孩子的狀況。 

此外，各家長無私的分享，更能夠促進我與孩子間的溝通，甚至和好友建立情

誼。參與義工團真是讓我獲益良多。 

關婉君女士 (F.4D 翁紀嵐家長) 

家長心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