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疫情已持續了一年多，情況比起 2003 年「沙士」更加嚴

重，深深影響香港每一個市民，面對疫情作出不同應變措施，例

如：在家工作、網上學習等等。家長會也不例外，常務會議，某

些活動都要一改以往模式，義賣、會議、興趣班也要網上進行，

面對這個挑戰，要藉此感謝一班幹事和校方合作才能順利完成。

疫情期間，工作模式和生活模式都要作出調節，時間上管理也要

重新調配，雖然期間遇上不少挫折，最後都能夠一一適應。

隨著疫情開始緩和，同學們終於可以回校上課，互相分享和學習，大家都要好好珍惜和感恩

每一天見面的機會。

最後，想和大家分享「石頭、沙和水」的故事。有一天教授在課堂上準備了一個實驗， 他

拿出一個大玻璃瓶，把一袋石頭裝進去，然後問同學：「這個玻璃瓶裝滿了嗎？」同學甲回

答：「已裝滿」。接著教授拿出一袋沙，倒入玻璃瓶，沙填滿了石頭之間空隙，他再問：「這

個玻璃瓶是否已裝滿了？」同學乙回答：「已裝滿」。最後教授將水倒入玻璃瓶直至滿頂，

這次真的裝滿了。

試想想，如果不是先將石頭放入玻璃瓶，那麼便再也沒有機會放進去，因為已經放滿沙和水。

正如我們的日常必定有很多重要和不重要的事情要處理，石頭就是重要的事情，沙和水是生

活中瑣碎事，如果任由將不重要的事情佔滿你的時間，那麼重要的事情便沒有機會完成，浪

費了時間。

所以我們首先分辨那些是石頭、那些是沙、那些是水，石頭永遠放在首位。能夠善用時間，

提升自己，相信成功必定在望。

新 冠 肺 炎 肆

虐，為免疫情

擴散，減少聚

會，保持適當

的社交距離已

成了生活的新

常態。去年 2

月，政府為防

控疫情而宣佈

全港中、小學

及幼稚園暫停

面授課堂，網課 (Zoom 或 Google Meet) 開始，老師只

能透過電腦網絡與學生連結。如何在種種限制下有效地

授課，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及課堂的互動，實是教學

的一大挑戰。

疫情放緩，學校終於可以恢復實體上課了，但網課並沒

有完全消失 ! 由於高中的科目多要追趕課程的進度，所

以有些老師會在星期六、日或假期的時間安排網上補

課，有些則會拍片放上網給學生重溫某些課題內容，這

也算是教與學的新常態 !

黎志源先生

校董的話主席的話

校長的話
大家好！

我們都在適應疫情下所產生出來的新常態。

同學們不用上學的時候，可能長時間留在家

裏。生活規律會否日夜顛倒，能否適應學習

的新模式，這都取決於同學的自律性。能自

發自律學習的同學，值得稱讚；未能做到

的，我們可多加鼓勵及提醒。畢竟，自律並

不是與生俱來的能力。

同學遇到困難時，我們都會鼓勵他們以積極

的態度去面對，用各種方法去克服及解決困

難。如果能與孩子多傾談，聆聽他們的心

事，讓抑壓的情緒得到紓緩，這會是珍貴的

親子時間。

在培育子女的過程中，父母與子女都在持續

地互相學習。父母對子女的管教，若能做到

嚴而有愛、以身作則、彼此尊重，建立良好

的關係，那麼面對多大的困難或逆境，父母都能成為子女最大的支持及安慰。

疫情讓我們學習靈活變通、發揮創意、創造不同可能性。教學平台可以在校園中，

也可以搬到網上進行。網上學習當然有缺失，但不是不可能。若我們能夠配合新

思維，面對多樣的學習模式，鼓勵同學多閱讀、多探討新知識，培養

同學堅毅、好學的品格，裨益將會更大。願各位家長與學校一同努力，

與子女共同締造美好和諧的親子關係，一起迎接未來的挑戰與考驗。

范麗蘭女士

吳家豪校長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篇 11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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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不斷
Covid-19, the disease that ravages the world, destroying businesses, economies as it is continuing to spread over the world. But if there’s one 
thing that Covid-19 has severely halted this year, it must be education around the globe.
Our school is no exception.  Online classes have commenced over the course for a few months. Although we are still acquiring knowledge,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is undoubtedly much lower than learning via traditional face-to-face lessons. Firstly, online classes are much more bor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n’t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effectively, making the classes feel long and drawn-out. Secondly, teachers can’t tell if 
students are paying attention and give them a wake-up call, so those who aren’t listening to what the teacher is saying might miss out on a lot of 
knowledge that may be important later on.
Fortunately, a few others and I have been able to withstand the wrath of boredom in online lessons. I'm sure everyone has their own ways, but I 
want to talk about mine. My way is to keep myself busy, such as jotting down notes and doing class assignments. I chew a piece of gum every 
day before school so I can stay awake and refresh myself during the class. I also keep up with my studies after school as well. Every day after 
school, I do my homework and review the pages taught on that day.
My life is no different from others, I only have 24 hours a day,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The difference is how I spend my time. Everybody can 
be a genius. It just depends if you spend that precious time wisely.

因為在上學期的統測成績不太理想，所以我想在考試中有進步。原定考試是一月初進行，我從十二月起開始溫習。但後來考試延
遲了，這代表我有更充足的時間作準備。

我溫習的第一步，就是安排好時間表，想想每天要溫習的科目。各個科目都有不同的溫習方法，有些是需要背誦，有些是需要理
解，有些是需要練習、操熟題目。

我亦會先溫習自己比較擅長的科目，以及中、英、數三科主科。我有把握去理解這些擅長的科目，然後開始溫習那些艱深的科目，
因為往往要花上較長時間去明白當中的概念。這樣分先後的做法是更有效率。在溫習的同時，我也不忘讓自己好好放鬆，不給自
己太大的壓力，要好好為自己安排適當的休息時間。

雖然溫習的過程會很辛苦、很疲倦，也曾想過要放棄，但是我們應該要先把眼前的事做好，只要在過程中盡了全力，那管結果是
怎樣，也不用後悔。

在得知上學期成績的那一刻，我體會到付出過而得到回報這個感受。亦希望在大考時可取得令自己滿意的成績。

因為疫情，開學禮將於網上舉行；因為疫情，大多學校活動將會取消；因為疫情，最多可容納三分之二人……」
因為疫情，以往我們認識的「常態」不再，實體課堂對於學生、教師和家長們似乎成為了件遙不可及的事。
停課復課反覆不斷，也許同學們早已製定溫習時間表，但因為前路未知、一一作廢。在我看來，應如何迎合
疫情下的新常態，應如何學習不斷呢？

所謂「新常態」，也即網上的學習模式。許多同學因為有了「靜音」的按鈕，就把自己「隱藏」於課堂之中。
然而，我認為要學習不「斷」的第一步就是善用網課的功能。既然我們可以在「留言區」、「舉手」等這些
讓我們能提出問題的功能，就更不應該因尷尬或害羞使我們學習停滯不前。

當然，因為生活在足不出戶，可能同學們因缺乏社交而悶悶不樂，快變成「人乾」-- 我亦感同身受，但是我
認為應該更珍惜這獨處的時間發掘或預習知識。而因為中三是選科之年，我便多花時間於我有興趣的科目；
因為多了時間，我會嘗試了解該科目餘下即將教授的知識，甚至是高中的課題。這樣不單使我對科目的播情，
亦能使我的學習「不斷」。

疫情之下，我們可以選擇消極地「坐以待斃」，但我們也可以努力地提升自己的學習，使學習不斷，適應這
疫情下的新常態。

在新冠病毒疫情影響之下，整個社會的變化十分之大。為了預防疫症透過社區和校園傳播，以及保障各人健康安全的情況下，政府實
施了不同的政策。公務員要進行在家工作，學校亦實行「停課不停學」這個措施，在前一個學年，同學們不能到學校上面授課堂，只
能留在家中上網課。

在去年二月，學校還沒實施網上實時授課，很多時候都是老師發放教學內容以及短片，同學們需要自行分配時間去瀏覽影片和做功課，
講求自律性。在沒有老師的觀察和督促下，大部份同學都會把所有事情留到最後一刻才做。這樣不但會影響學習的進度，而令成績追
不上自己心中所想。

直到去年九月，新學年開始，學校也正式實施網上實時授課，讓同學們繼續以積極正面的態度學習。當時每一天上課的時候，我都會
專心一致地聽老師的講解，並寫下筆記，好讓自己在課後反覆温習。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我會勇於詢問老師，他們亦樂意去解答我的
問題，讓我覺得在家學習和在學校學習分別也不大呢！

不論在自主學習還是網上實時授課期間，我都會管理自己的學習，娛樂和休息時間，每天會制定學習時間表以及記下需繳交的功課，
還會嘗試透過新渠道去學習課外知識。這不但能有效地分配課餘時間，還能讓自己在停課期間維持學習動力和自律呢！

漸漸地，學校開始安排部份級別的學生回校上半天面授課堂。而我也有機會回校上面授課堂，把堆積如山的測驗及評估一一處理掉，
我每天都會把握時間，放學後馬上回家做功課、溫習，並預備第二天的測驗。雖然面授課堂確實比網上實時授課更加忙碌，學習的時
間相對地增加了，但是我仍然享受面授課堂的日子，不停止學習。

希望政府能盡快實施全面面授課堂，這亦代表新冠疫情漸漸地遠離我們而去，讓同學們可以真正地在學校享受學習生活啦！

在長期的疫情下，一些以前從來未想過的事情或在疫情初期所面臨的挑戰，逐漸成為生活的常態。可能以前從未想過每日都
戴口罩，但現在，它已經變成每日的日常活動，可能我以後會不適應不戴口罩而順暢呼吸空氣呢！而在疫情下，無論工作、
娛樂等，電子設備在生活中的比重逐漸增加已成為趨勢。人際間的面對面溝通和交流減少，莫非這個也能加速資訊科技的發
展？現在，我基本上都「機不離手」，因為實在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使用電子設備。我並不太希望這種常態繼續下去，雖然生
活變得方便，但會出現種種的弊端，人與人之間保持了距離，減弱了感情的表達。我希望疫情盡快過去，期待校園生活。

上學期經過統測及期考，各級皆有同學考獲佳績，亦有
獲取進步獎。以下邀請了獲獎同學分享他們的學習心得

1A Chan Chun Hei Heyvis

1D 梁凱晴同學  

3C　周君灝同學

4D 黃俊皓同學

2B  馬熙城同
學

疫情下的新常態

2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篇 90：12》



神庇不斷
今學年在神的庇佑下，各樣福音活
動仍可順利地舉辦，尤其是一年一
度的福音週，周會內有老師見證及
佈道會、快閃 busking、放學後亦
用網上形式舉辦了「神庇安柱」及
「Online 福音茶座」。

今年亦由九月底開始以網上形式進
行每星期五的團契或細胞小組，當
中有彼此分享詩歌、經文以及生活
體驗，不少得的當然是彼此代求。

復活節崇拜 聖誕崇拜

福音周 團
契

3CNEC Christian College
凡敬畏耶和華的，無論大小，主必賜福給他。《詩篇 115：13》



好書推介

網上書展

閱讀不斷

關愛不斷

「孩子從父母身上需要看到的是「方向」，而不是方法。當
父母的觀念是正確的，方向就會是正確的。」汪培廷

很多父母不知道怎麼跟孩子說「為什麼要用功讀書」的道理。
但是，我相信這是所有父母都非常重視的一件事，我們想想，
每天和孩子的對話內容都圍繞著甚麼？「溫習了沒有？」「甚
麼時候考試？」「不要看手機，完成功課沒有？」然而，孩
子會讀書就足夠了？

《會讀書》的作者汪培廷在美國紐約聖約翰大學完成 MBA
課程後，在銀行職場工作九年，然後決定成為全職媽媽。在
陪伴一對兒女成長的過程中，深深領會在親子教育上「用對
方法」的重要性；於是將自己的教養經驗整理研究，自創「愛
孩子也愛自己的 7 堂課」教養理論，在幼稚園、國小、基金
會、圖書館和成長團體之間積極推廣，開辦課程、舉行演講
並接受諮詢。她的育兒理念強調「父母的 1 堂課，勝過孩子
的 100 堂才藝課」。她相信「閱讀」是一切教育學習的基礎；
「愛」則是親子間最珍貴的資產。

這本書中，作者探討了父母應該如何從容面對小孩學業問題
的 30 個觀念。她認為當父母的觀念是正確的，才是教育可
以進步的基礎。

除了觀念，汪培珽還寫了 5 封信，因為她知道，很多父母不

容麗芬老師
本學年，校長及老師挑選中、英文圖書，包括小說、散文、

傳記、科學、哲學等等，然後向同學們分享閱讀的體會及書

中的精妙處，並鼓勵同學到圖書館借閱。早會時段，老師以

生動的語言及深入淺出的表達方式，介紹書中吸引及實用之

處，讓同學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急不及待去品味書籍。

校園內設漂書閣，供老師及同學將他們喜歡及精心推介的圖

書與他人分享，一同享受閱

讀的樂趣，拓寬閱讀範疇，

更可以藉討論書中情節交換

閱讀的見解，增廣見聞或尚

友古人。

周會則介紹劇本，播放取材

自愛爾蘭舞台劇作家蕭伯納

的劇本的經典電影《窈窕淑

女》，從欣賞電影認識時代

背景與人物遭遇的關係，瞭

解文字及拍攝手法如何生動

刻畫人物性格及形象，更可

積累英文詞匯，並鼓勵同學

借閱原著，增添閱讀情韻和

加深印象。

梁莊儀老師
當走進安柱校園，映入眼簾的除了藍白相間的建築色彩、偌大的球場，在云云的課室特別室中，大家可曾發現校園內還有兩所
功能不同的圖書館？

本校圖書館恆常致力更新紙本館藏及其他視聽資源，並參照坊間各類推介書目，適時引介各類適合青少年程度、趣味的優質讀
物，務求搜羅與時並進、推陳出新的新書好書。為配合電子閱讀新趨勢，圖書館亦從引入平板電腦、中英文的電子圖書平台，
即使疫情期間，同學足不出戶，也可藉電腦科技，遍讀經典文學、小說散文、並增進各類學科知識。

圖書汗牛充棟，懂得正確選書確是十分重要，故此圖書館定期編製 Book Charm 刊物，向同學推介專題書籍。此外圖書館也邀
請對閱讀甚有心得的作家、外賓到校為同學介紹優質讀物。今年校長、老師們亦為同學擔任「閱讀推廣大使」，透過「教師好
書推介計劃」，老師們跟同學細談對自己有所啟發的圖書，好讓同學在選書時作參考。

閱讀至有效的策略莫如同學有寧靜空間拿起深愛的圖書來細讀，故此學校於週四、週五早上特設 DEAR period ( 早讀課 )，
DEAR 意指 Drop Everything And Read，務求讓老師、同學放下一切纏擾的事情，心無旁騖地閱讀二十五分鐘。此外同學在課
餘時段也可自發到圖書館參與 SEEK 英語自學活動，多讀多聽英文讀物。

同學閱讀時所思所想也是不容忽略，故此每月最後一次 DEAR Period
會舉行班本 DIY Crusade (「雅讀樂分享」計劃 )，席間同學分享該
月所讀的圖書，暢談閱讀心得。旨在鼓勵大家樂於分享，互相切磋
砥礪，共同開拓廣闊的閱讀視野。

課餘時同學也可參與圖書館舉辦的閱讀推廣活動，例如 Friday 
Theatre ( 周五劇場 )、新書展覽、借閱比賽、暢遊書店、漂書行動、
大型中英文圖書展銷等，深信各類活動定能促進同學對閱讀的興趣，
並點燃他們對閱讀持續不斷的熱情。

閱讀是打開知識大門的鑰匙，好好掌握這把鑰匙，願安柱同學們遨
遊於知識的海洋，一生一世受用不盡。

不知不覺已經從安柱畢業十年。早前應老師
的邀請，回校跟師弟妹分享職場事。其實已
經不是第一次應邀出席，只是之前有兩年負

笈英國，沒有回來，今年再被邀，感到又興奮
又緊張。可惜因為疫情，沒能跟師弟妹面對面交

通，希望很快有機會相聚。

十年前從安柱畢業，當時的自己對人生都有一種茫然。中
小學的教育場景有極為穩定的規範，平日上課、下課、補課、參與課外活動，
只要按時間表就不會有問題。但離開這個場景，就是新的一頁。對於我，也
是興奮加上緊張，同時亦害怕自己應付不來。然而老師說 :「你的人生才剛剛
開始啊。」就帶著這種心情告別中學生活。

高中時候擔任學校團契的團長，初嘗在校園傳福音的滋味，感受到實踐信仰
的寶貴，令我在中學畢業之年就成為教會的青少年導師。母校亦見證了我的
成長，即使畢業多年仍然常有聯繫。年初開始在香港電台主持國際關係節目，
母校老師來鴻表示每集均有收看。有點害羞，但也感到十分榮幸。感謝他們
在我求學時，鼓勵我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情，繼續寫作及畫畫，繼續對世界好
奇。雖然當年學業成績未算理想，但由那時開始去找尋自己的人生，讓我知
道世界很大、人生很長，而中學只是人生的一個小驛站 。

有幸多次回校分享讀書及工作的經歷，並非有甚麼人生成就，只是希望和師
弟妹共勉。在如此時代前行，最重要又最寶貴的是對世界產生好奇，而同時
帶有安柱中學給我們最好的教育，就是真誠的愛 : 對自己、對他人、對世界、
甚至對上主，以至人生在任何的境況，平安無懼。

中文科

英文科 圖書館

知道怎麼跟孩子說「為什麼要用功讀書」的道理。這五封信
分別是：

【給「小學一年級孩子家長」的一封信】─父母慢慢走，
孩子才能從容跟上

【給「國中一年級孩子家長」的一封信】─鼓勵、陪伴、
不放棄

【給國中生的第一封信】─為什麼要用功讀書？

【給國中生的第二封信】─騙自己用功讀書的方法

【給父母和孩子雙方的一封信】─如果我天生不是讀書的
料呢？

是否單看以上的標題，已經很吸引了？

最後有九個常見的問題與答案，那是家有小學生的父母，最
頻繁出現的疑問。其實父母不了解問題的癥結所在，就是她
最後一個觀念說的：「培養孩子還很重要，但親子間的感情
濃度才是這場關係裡，最珍貴的地方。」

最後要談談這本書的封面，在一次航程中，她從一本雜誌看
到這照片，感到震撼無比的她經歷千山萬水地找到了照片的

拍攝者，向他購買了版權，成為了這書的封面。圖片會說話，
這封面背後的千言萬語，願你和你的孩子也聆聽到。這本書
擴闊了父母的視野，領略教養孩子的方向比方法更重要，誠
意推介。

汪培珽相信，“念故事書給孩子聽”同時涵蓋了這兩樣孩子
最需要的東西，因此希望所有父母和教育工作者，都不要錯
過這個與孩子親密互動、貼心交流的寶貴機會。

你也希望你的孩子「會讀書」嗎？

漂書行動
同學分享閱讀心得

邱淑婉老師

陳希彤校友

大家好，我是安柱堂中學生團契—約瑟團導師阿
君，也是各位安柱學生的師姐（於 2012 年畢業），
現為一名社工。

在疫情期間，學校「停課不停學」，我們教會的青少
年福音工作當然也從未停止。雖然有多個星期未能進
行實體聚會，但感恩能透過網絡，我們仍能和一些安
柱同學每逢星期六在線上參與中學生崇拜及開小組，
繼續認識神及關心彼此的需要。

對青少年人而言，停課最苦就是無法常常出街玩及與
同學相聚，所以在我們的視像小組中，大家除了會
「吹下水」、分享近況、彼此代禱及學習聖經外，也
會一起玩不同的 party game 和線上 board game，以
解抗疫生活之苦悶。

不過，在網上聚會都會有其限制，有時基於網絡安全
的考慮，大家也不會太深入分享自己的想法及感受，
所以在疫情較為緩和期間，我和其他導師也曾開放自
己的家，與一班安柱堂約瑟團的高中生開組，希望能
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讓這班青少年有機會相聚，並
可暢所欲言。

疫情或許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多轉變，但感恩這一
年在神的保守看顧下，我們這班青少年導師仍可透過
不同渠道去關顧這班安柱學生，支援他們心靈上的需
要，並繼續與他們同行。

願主祝福大家！

劉曉君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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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orous, determined, assiduous and arrogant are the most common adjectives 
which my friends and students ‘love’ using to describe me. In my early teaching 
life, most of my students, especially the junior form students, always thought 
I was a traditional and strict teacher.  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If you 
know me more, you might change your mind!  Indeed, I am an ambivert who is 
sociable, flexible, adapts easily to new situations and decisive.
I have diversified interests including reading, travelling and doing voluntary 
work. Having studied English and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I went back 
to Hong Kong to pursue my career in teaching and completed my Master Degree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I like English because not only does English help 
me explore the world but also widen my horizons. With English, I can study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t gives me access to multiple cultures, making friends from 
various backgrounds.  It can add colours to my life!
Life is unpredictable. God leads me to CNEC Christian College (CNECCC). I 
have never thought of being a teacher at CNEC Christian College before though 

I have longed to be impressed by the school name - Christian College. The school mottos - Faithfulness, Righteousness, 
Integrity and Sincerity, are inspiring and reflective. It is my blessing to be a teacher at CNECCC.  Students at CNECCC 
whom I appreciate and cherish much are so friendly, modest, vigorous and promising.  I hope I can soon integrate into 
the CNECCC family and be a companion and facilitator with CNECCC students ! 

Prior to joining the CNECCC, I have been teaching in various 
schools, ranging from top 1 to bottom band 3 across the 
territory. For me, being a teacher is more than a job. One has to 
be passionate about teaching and play the role of a facilitator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students. Having the aspiration to make 
my students enjoy learning English in a lively way, I always 
come up with authentic teaching materials. Anything in daily 
life can be useful learning resources, be it the latest Apple’s TV 
commercial for the iPhone 12 or the BBC documentary about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South Korea on YouTube. Learning a 
language should not be confined to textbooks. Anything that 
happens around us can be a teaching point. Topics like busking, 
time banking, FOMO Vs JOMO and working holiday, to name 
but a few, perhaps are of greater interest to youngsters. Thus, 
integrating the 4 skills with these themes would probably make 
the course of learning more fun. Being able to help my students 
enjoy (or in some cases overcome their fear in) learning the 
second language gives me a sense of satisfaction.
At leisure, I go running with great relish. Not only can I relieve 
stress, but it is also an excellent way to develop perseverance. I 
picked up the pastime of long-distance running about a decade 
ago with a view to enhancing work-life balance. Not being 
a sports fanatic, I found it completely draining to run 3km at 
first. Nevertheless, with constant practice, I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day by day and it was thrilling to complete different 
10km, half marathons and full marathons. I believe the stamina 
developed from doing sports can be applied to studies as well: 
Never say never! With a strong will to make a breakthrough, 
making your dream come true is not a miracle.

Hello, everyone! As an English teacher, I am devoted 
to helping my students discover their interests in 
learning English. English remains to be one of the 
most crucial global languages that not only connects 
us with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but also 
opens the doors to today’s ever-changing world. 
It is vital that students have a solid grasp on this 
fascinating language and tool.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is never an easy task but the hard work is 
worth the effort. I always tell students that practice 
makes perfect and it takes time and persistence to see 
improvement. What I want students to know is that 
the more they use English in daily life, the better it 
will be, and the more confident they will feel.
It is my pleasure to teach at CNECCC where students 
are well-behaved, lively and cheerful. I hope that 
they will become self-motivated lifelong learners 
who have a sense of empathy, respect and the 
capacity to pull themselves in the face of adversities!

安中家事 新老師介紹

Ms HO Yuk Kuen Joanna

Mr. HUI Vincent

Miss CHEN Wing Lam

石愛萍老
師

幼子孝愉

你好！我叫Aidan， 
葉枃昊！我眼晴似爸
爸、面形似媽媽，你
覺得我似邊個多D呢

蔡玉玲老師
的兒子–
曉初

簡晞雯老師之子
Enoch，願他一
生與神同行

老師喜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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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麗蘭女士 曾婉儀女士 阮鳳英女士
周劍萍老師 陳妙娟老師 何玉娟老師

家長通訊編委：

中一家長晚會  

「家長也敬師」-- 幹事為老師送上水果以表心意，
由校長及副校長代為接受  

2020 至 2021 年度家長教育講座
日期 講題 講者

2020 年 9 月 25 日 ( 五 ) 中一級家長座談會

吳家豪校長
副校長
各部門主管老師
各班主任

2020 年 11 月 17 日 ( 五 )
「守護同行—關注精神健康」

及 中六級升學講座
黃瑋妍醫生

2021 年 5 月 7 日 ( 五 ) 中三級選科講座
吳家豪校長、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老師及社工

安柱堂 安柱堂今學年分別以實體及網上形式完成了「Band One 家長學堂」
共十節課堂，並於五月中的主日崇拜內舉行畢業禮。

致送給中六同學的曲奇餅，
為他們打打氣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第十五屆
家長會幹事會名單 (2019-2021)

主　　席：范麗蘭女士

副 主 席：鄭偉玲女士、曾婉儀女士

財　　政：郭笑惠女士

康　　樂：許慧嫻女士、周金鳳女士

核  數：李月串女士

聯　　絡：阮鳳英女士、楊斯惠女士

總　 務：張雅儀女士

教師代表：陳妙娟老師、何玉娟老師、周劍萍老師

2021 年家長校董：黎志源先生

2021 年家長 ( 替代 ) 校董：范麗蘭女士

「DIY膠珠玫瑰花製作班」網上實體一齊做，
看我們的作品多漂亮，送給摯愛的媽媽

家長會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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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以弗所書 6：2-3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