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家長教師會會訊家長教師會會訊

第二十四期第二十四期
2022年9月2022年9月

校址：將軍澳學林里9號 ｜ 電話：2191 0921 
  網址：http://www.cytss.edu.hk

時光飛逝，轉眼間家長教師會已經成立廿四年，在本校一群熱心家長委

員的努力下，深化了家校合作，培育了鄭中同學的健康成長。

作為校長和兩孩之父，我明白學校和家長之間聯繫的重要性。家長和學

校必須有良好的溝通與合作，才能讓同學們得到最大的益處。我相信家教會

委員也有同感。

今年繼續受疫情影響，面臨種種挑戰，幸得家長的全力支持及協助，學校得以穩步發展，學生在良好的學習環境中努

力讀書。

受疫情影響，家教會雖然未能如以往般舉辦這麼多親子活動，但家教會的工作從未間斷過。我經常參加家教會會議，

以了解家長的想法並解釋學校政策。主席亦會收集家教會委員的意見，向校方表達家長關心的問題，協助將校方的訊息傳

遞給家長，充當學校與家長之間的重要橋樑。通過與家教會委員的交流，我更了解家長的心聲，讓學校的發展更好地滿足

家長和學生的需要和期望。

此外，家教會亦舉辦了多項活動，包括去年9月的「中一家長座談會」、10月的「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常務委員選

舉」、今年7月的「敬師」活動、「電影欣賞會」和「親子旅行」。

期盼往後的日子，家長們更踴躍參加家教會舉辦的活動，成為家教會的委員或義工，讓家教會繼續發揮其功能，協助

學校有效運用資源，使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都有均衡發展。

在此衷心感謝全體家教會委員的付出。祝願各位身心健康，家庭生活美滿，為子女的成長繼續努力！

李永揚校長李永揚校長

主 席 的 話
本人衷心感謝學校及家長們對我的信任和支持，讓我有幸能夠當選2021 - 2022年度第二十四屆家長教師會主席和家長

校董之職位，本人實在感到非常榮幸。

今年已經是我的第7年為家教會服務，期間讓我充份體會到家長與學校的溝通合作，對於促進學校的發展是何等重要。

我會與各位委員、顧問和家長義工繼續通力合作，攜手延續和推動「家校合作」的理念，促進家長與學校之間的緊密溝

通，為學生建立一個更理想、更優質的校園，得以讓學生在愉快的校園中學習及成長。

在過往的一年，家教會籌備舉辦不同類型的恆常活動供家長及學生參與，惟受到疫情影

響而未能如常推行，大部份活動也被迫取消。各種限制確實減少了跟家長們見面聯繫的機

會。另外，不論是各行各業，以至學生的生活和學習心態都大受影響。在停課期間，父

母與子女的共處時間繼而增加，好處是令父母有多些親子的機會；可是，有時與子女之

間的相處時間增多，或是因居住環境因素問題，令到家人之間的磨擦隨之而增加，這亦

屬常見情況。幸好，現在疫情開始緩和，子女們不但可以每日返校上回實體課程和視像

課程，又有機會再與同學和老師共處，讓子女可走回以往的規律生活和作息，確實有助身

心發展。

最後展望在未來一年，本人衷心希望大家積極參與家教會籌辦的活動及成為家長義工，

亦歡迎家長向我們提出寶貴的意見，繼續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盡我們最大努力讓學生如

常學習，健康、快樂地成長。

梁慧芳女士（主席）梁慧芳女士（主席）

校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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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感悟

過去兩年多時間受疫情影響，大家經歷不一樣的生活方式轉變。第五波疫情爆發，全港

學生更於3月至4月迎來一個「特別假期」，這段時間，無論老師、學生及家長都必須適應及

接受生活各樣轉變，老師線上授課，學生在家中網課學習，家長或許也要在家工作，成為了

社會新常態。

部份家長反映子女在家中沉迷上網，抱怨他們並非專注網上學習或尋找資料完成功課等，更

會廢寢忘餐，打機至通宵達旦以致翌日缺席網課。父母好言相勸，但他們置若罔聞，甚至與父母發生口

角，釀成家庭衝突及磨擦。久而久之，子女漸漸不願與父母溝通對話，嚴重影響親子關係。

疫情中師生關係又如何？感覺「這麼近，那麼遠！」。雖然老師可透過鏡頭在線上看見學生容貌，但仍存一份疏離

感。那刻只能盡用手機通訊功能，持續噓寒問暖，力爭線上關懷互牽。老師嘗試主動了解學生當刻現況，期望提供適切支

援，希望他們停課不停學，雖然賦閑在家，除了打機煲劇外，也可懂得善用互聯網優勢，多留意社會時事、全球疫情發

展、感染個案及各國防疫控疫措施等，從而增進知識。老師願與學生們透過互相分享資訊，拉近彼此距離。

另外，朋輩關係實是父母及身為人師的我們最為擔心，學生隨時隨地可透過互聯網世界交朋結友，可謂相識滿天下，

社交層面漸漸擴大，這也是我們難以控制及抗衡。事實上，結友交誼並非壞事，所謂：「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朋

友不單是歡樂的分享者，也是煩惱的分擔者，大家互相扶持及鼓勵。青少年往往最願意傾訴心事的對象，不是父母及教

師，而是身邊的朋友，最遺憾及令人歎息的，是他們交友不慎而誤入歧途。哀哉！但願老師與家長們，更積極與學生及

子女搭建溝通橋樑，尋找有效溝通模式，建立亦師亦友的關係，成為他們的傾訴對象之一。

最後，雖然疫情帶給我們不少挑戰，但願大家在困局中繼續保持正向思維，尋找當中的機遇。

劉麗嫻副校長劉麗嫻副校長

副校長分享副校長分享

2022-07-15  家長也敬師

2021-2022年度

委員及顧問名單
第24屆
主席 ： 梁慧芳女士

副主席 ： 何潔怡老師 莊成瑜女士

司庫 ： 王瑋玲女士

秘書 ： 陳 靜老師 李丹妮女士

活動 ： 劉欣渭老師 陳綺雯女士 林小喬女士

聯絡 ： 馮少見女士 蔡麗芳女士

宣傳出版 ： 梅偉明先生 周凱敏女士

增補委員 ： 鄭維廣先生 黎惠�女士

顧問 (校方) ： 李永揚校長 劉麗嫻副校長

顧問 (家長) ：

何桂英女士 鄧愛連女士 鄧妙芳女士

葉寶玲女士 林彩明女士 李小紅女士

鄭喜花女士 徐美蓮女士 陳清娥女士

梁瑞誼女士 辛玳華女士 鄺粵婷女士

2021-10-15
第24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及選舉

家長教
師會
活動

家長教
師會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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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屆家長教師會
2021-2022年度全年活動及服務

「家校合作」義工服務及活動「家校合作」義工服務及活動

22/8/2021 中一家長會面日

5/12/2021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資訊日

17/6/2022 校董選舉

17/7/2022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合辦電影欣賞會

28-29/07/2022 中一新生註冊日

家長教師會活動家長教師會活動

15/10/2021 第24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及選舉

15/7/2022 『家長也敬師』

義工服務及活動義工服務及活動

20/11/2021
西貢區家長教師會聯會「2021 優秀家長

及老師嘉許禮」暨「週年會員大會」

2021-2022年度結業禮

2022-2024年度家長校董選舉

2022-07-17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合辦電影欣賞會

2022-07-28 & 29
中一新生註冊日

2021-08-22
中一會面日

周凱敏
347票當選 家長校董

梁慧芳
242票當選 家長替代校董

家 校 合 作家 校 合 作 義工服務及活動

成績進步獎成績進步獎

級別 班別 姓名

中一級

1D 郭鴻樂

1B 文慧婷

1D 鄭逸朗

1B 鍾穎芯

中二級

2B 駱均瑤

2D 林秀嵐

2B 黃麟雅

2C 劉珈樂

中三級

3B 劉日昇

3B 葉恩彤

3D 郭浩揚

3C 陳美棋

中四級

4B 陳怡豪

4D 許家晞

4D 周凱盈

4D 李子軒

中五級

5A 余兆謙

5D 何彥漩

5C 何浚桀

5B 周啟堯

服務獎服務獎

級別 班級 姓名

中一級

1A 劉可彤

1B 黃洭林

1C 陳希兒

1D 曾美寧

中二級

2A 容梓棋

2B 葉濤瑋

2C 劉嘉寶

2D 薛孝然

中三級

3A 謝曉瑩

3B 曾沚殷

3C 吳嘉莉

3D 郭浩揚

中四級

4A 謝婉茹

4B 曾憲昇

4C 彭琛怡

4D 柯嘉駿

中五級

5A 黎樂軒

5B 黃慧瑩

5C 陳海昇

5D 劉曉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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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貢 區 家 長 教 師 會 聯 會 
2021優秀家長及老師嘉許禮
本 校 獲 獎 家 長 及 教 師

家 長 姓 名

梁瑞誼
梁慧芳
莊成瑜
鄭喜花
施江月
鄧愛連

老 師 姓 名

李永揚校長
何潔怡老師

『疫情』何時結束？相信每一個香港人

都想知道的答案。但是我們真的甚麼都做不

了，消極的『等』嗎？

2019年西聯改選，本人有幸成為第十一

屆西聯主席，從來沒有想過事情發展會有如

此結果。因為在家教會的經驗尚淺，怕應付

不來，繼而連累聯會，又影響其名聲。還清

楚記得『西貢區校長會主席』陳文燕校長曾經對我說過『任

重道遠』四個字。而作為新主席，事事新鮮。因此，第一時

間是希望按照以往的軌跡辦事，那就『安全』了！

但是當選不夠一個月，香港遇上2019冠狀病毒病，『疫

情』爆發了。學生網上上課，成年人在家工作的新常態出現

了。既然沒有過往規則可以跟隨，那就放膽去改變了。因為

我一直相信路是人走出來的，亦很相信解決方案一定比難題

多。因為是「新人」，心理包袱反而沒有那麼重。

疫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電子通告馬上變成事實，

網上授課也變成了常規。

以前覺得甚麼事情可以透過高科技解決。但是經過一年

網上活動，後遺症也逐漸浮現。人的關係也開始抽離，退步

了不少。我意識到人的感情始終是要透過見面而維繫的。

第二年任期初，大家也抱�疫情應該退卻的期盼，計劃

未來一年的工作。可惜疫情依然肆虐。聯會的主要活動仍

是以網上形式舉辦。我自己也是家長，很能感受到家長的無

助，只知道有網上活動『好過沒有』。這一年，「無驚無

險」地完成主席的任期。及後在改選的同時看到疫情開始放

緩，我決定參選，繼續服務區內受眾。我經常問自己：「還

可以在哪個範疇做得更好？」。當時在周年大會本人定下了

11個目標，希望可在新一屆任期內達成。最後，本人亦有幸

連任西聯主席一職。

這一屆有幸選出兩位跟本人理念相近的副主席，大家互

2021 - 22 義工嘉許狀 2021.11.20 西聯 - 優秀家長及老師嘉許禮

梅偉明先生（宣傳及出版）

西聯主席分享

義 工 服 務 及 活 動

相扶持前行。有一天突然收到民政事務總署的電話，希望透

過本會招募義工，替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準備派發的防疫包

做包裝的工序。包裝日期是一個星期三及星期四的上下午，

目標是招募30位義工，包裝兩萬套防疫包。可是，招募時間

只有短短兩天。當初我們認為這個招募的任務是不可能的，

除非有「奇蹟」。我們只管盡力一試，在義工WhatsApp群組

�發放招募信息。

結果「奇蹟」真的發生了，30個報名名額在四個小時內

全部爆滿。當中更有家長表示會帶孩子一同做義工服務。同

時亦有不少義工未能報名而感到失望。香港其實是個很有人

情味的地方，願意無條件付出的義工實在為數不少。

連同其他組織的義工，現場大概有100人參與包裝防疫

包活動。「奇蹟」再次發生了，大家同心合力，將「1+１大

於2」的精神發揮到極限。原先預計四個半工作天才能完成的

工作，我們只花了三個半工作天便達成了。這樣一來，部分

已報名的義工不用參與服務，他們表示很是失落。

幾天後香港政府派發了防疫包。我在接過防疫包後，腦

海馬上浮現當天我們努力包裝的過程。能夠參與這個活動，

我感到驕傲。

未來還有很多未知數。我仍然相信只要有堅定信念，再

多難關我們一定能夠跨過去，明天一定會更好！跟疫情抗

戰，我們一定是最終的勝利者！感謝義工們讓我體會到「沒

有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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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家長教師會活動

新冠疫情步入第三年，家長、學生、

老師，地球村上每一位村民，過得一點也不

輕鬆。但日子總要過，也要好好地過。因此，

我們便爭取疫情稍為放緩的日子搞親子活動。家長教師會委員興

緻勃勃舉辦1月26日的親子旅行因疫情日益嚴峻而取消，我們都擔

心今學年能否再辦旅行，幸而旅行於8月7日能順利進行。7月17日

家長教師會與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舉辦了電影<一樣的天空>欣賞會，

共有140位家長、學生、老師參加，影片帶出的正向思維令觀眾如

醍醐灌頂。

來年，家長教師將會舉辦座談會、電影欣賞、參觀等，

以期父母與子女有更多共同話題，帶給彼此更多的正面訊

息，家校合作這道橋樑更為穩固。

何潔怡老師（副主席）

一月時，同學終於收

到自己整個學期勤奮的成果，

當然有人歡喜有人愁。但令人更愁的

是教育局突然宣布因疫情蔓延而須暫緩面

授課堂。作為一名經驗寥寥無幾的新老師，我

亦很擔心是次停課對教學的影響。但到五月再跟

學生見面的時候，我發覺之前的憂慮有點多餘。

雖然一開始回復面授課堂時，同學的確花了一段

時間才調整好狀態，用心上課。不過或許見面

的時光很短，大家都很珍惜能跟老師、同學

面對面互動的過程。

劉欣渭老師

過去兩年多，2019冠狀病毒

病來襲，疫情令大家都活於不自在之中，每天

都需要應付突如其來的改變。學校裡不同持份者各自面

對著不同程度的挑戰，我談談從老師角度出發的想法和感受。

從實體課堂至熟悉使用電腦軟件於網上授課，期間經歷過不少困

難；間中遇上技術問題，又與學生多番來回角力追收功課。曾經怪責學生態

度散漫，卻沒細想大家都有自己的難處。可能他們不熟悉交功課功能？又有可能

網上上課形式令學生提問機會減少，以致不懂功課內容？

直到五月上旬恢復實體課，我慶幸有機會可以與學生互動。在課堂中他們積極回

應，又會主動幫助同學，課後又會跟我分享一些生活瑣碎。看見他們課室內外真摰的笑

容，簡直一洗網課帶給我的負面思緒。

盼望疫情得以盡快消退。

陳靜老師

老 師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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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感受

經歷兩年幾的疫下

生 活 ， 由 最 初 對 停 工

停課措施的不適，到

今年面對再宣布學校

停課，幾乎24小時禁

足在家的生活，一家

人由措手不及到調整

適應，隨時準備面對 

「困獸鬥」。所幸自己及早放手讓孩子管理自己的

時間，幫忙做家務及照顧自己日常生活。趁兒子的

課餘時間，大家一起做家務、討論晚餐的菜式、同

桌食飯、玩桌遊分享生活感受、一起無所事事、發呆

與放空。由疫情初的「困獸鬥」，到今年初第五波，

一家人已適應長時間相處，家庭氣氛亦逐漸融洽。每

人學懂為對方保留私人空間，孩子懂得人與人之間的

互相尊重。我們一家均深刻體會到雖無力控制大環境

改變，但調整自己去適應外在環境才是保持身心健康

的關鍵。

莊成瑜女士（副主席）

 

  時光飛逝，兒子在鄭中學習已經第三個年頭而我亦擔

任了兩屆學校家教會的委員。可是這三年以來，因為疫情的來

襲，香港各階層的市民都承受著不同程度的影響。最直接受影

響的莫過於我們那些仍然在學的孩子，連正常的校園生活也被

迫暫停。我粗略算過，兒子今年就讀中三，由中一到中三的實體

上課日加起來亦不足一年，而且當中很多天上課日只得半天呢！ 

作為家長，對於這種事情其實都感到十分無奈！像這種年紀的

男孩，除了上學學習知識外，不是應該有很多課外活動，跟同學一

起快樂成長嗎？但礙於配合政府防疫政策的需要，所有原本正常不

過的活動都「消失」了。

而我自己雖然沒有上班，但以往幾乎每天都會到健身中心做運

動，這個習慣都維持了六年。疫情期間，健身中心幾乎是最早被停

業的行業之一，所以我也受到不少的影響。

不過，我相信凡事都在乎自己的心態。既然事情不是我們能夠

控制，我們就唯有調整自己的心態去應對吧！於是我買來很多材

料，因為我喜歡做手作。先是每天都全人手縫製口罩，縫好就送給

親朋好友，算一算已經縫了超過二百個！

縫口罩悶了，我又買來畫紙，做了很多剪剪貼貼的手工畫。

剪著貼著，享受著那份療癒的心情。

至於我的兒子，在這段在家上網課的日子，下課了就會過來

看看我在幹什麼，品評一下我的作品。而且我們多了一起「撐枱

腳」共進午餐的時間，母子倆傾談的時間也漸多了，不論無聊

的笑話、新聞政治我們都會談。他亦會跟我聊聊在課堂上學習的

新課題。雖然我已經放下了書包很久，但聽�他說，又令我勾起

自己中學時期所學的。幸好未完全將知識還給老

師，我仍能勉強跟兒子拋拋書包吧！

我享受跟兒子一起傾談私人時間，因

為傾談間我發覺他一直在成長。原來看似

很糟的狀況，只要我們細味一下，可能都

有另一種得著！

李丹妮女士（秘書）

委員感言

大家好！我是

5B班溫泓曦的家長，

時間過得真快，不知

不覺家兒也快將畢業

了。

很 高 興 能 夠 加

入家教會並跟委員

合作第五年，深感

榮幸。回顧過去，

感恩能與校長、老師、各委員及家長義工齊心協

力推動家校合作，以學生為本，籌辦各種類型的

活動，參與服務。自去年起，由於疫情肆虐，學

校及家教會原定計劃的活動幾乎未能如期完成，

甚至被迫取消，實在十分可惜。疫情期間停課逾

半年，大家為了抗疫，各人的活動空間也大多局

限於家�。學生們都經歷各種困難，家兒的學習

也相應變得懶散。校方為了令學生們可以學習知

識，利用線上軟件進行視像教學，讓他們能繼續

在網上學習；甚至有些老師利用晚間時間，為學

生進行補課，實屬難能可貴。如今疫情稍為穩

定，同學們也恢復校園生活，期望疫情盡快消

退，各項家校合作活動也能順利進行。希望來年

能夠再次參與4x100米接力賽、親子旅行及其他活

動。我亦希望疫情穩定可讓學校、老師及學生們

一同創建快樂校園生活。

祝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王瑋玲女士（司庫）

 

 回顧過去一年時間，我們面對著疫情一次再一次的考驗：一切

活動需要暫停甚至取消，而上課或其他學習亦轉為「網上教學」；

當中，孩子與家長們要重新適應和調整家校互動的模式。作為家長

的我，除了維持孩子的慣性學習，亦會身教讓她們積極關心及服務

社會。

還記得年初疫情大爆發前，我有幸被邀請到一間老人院義務剪

髮，可以讓老友記們剪髮過年，該次活動進行得非常順利，一班老

友記們開心到不得了。不久後，疫情來一個大反

彈，第二次義剪因而取消。而這場疫情期間，老

人院�近半數的院友相繼離開，心底�實在不捨

與難過。

回想這件事，慶幸我們並無被疫情打倒。

哪怕往後的日子何等艱難，我們都需要繼續向

前行，為身邊人出力。

祝大家身體健康！幸福滿載！

周凱敏女士（宣傳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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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光飛逝，轉眼間本學年快

將完結，很榮幸能夠成為本屆家

教會的委員。第一次參與此項工

作的我，確實得益不少。不單可

以增加跟子女的溝通，更可加深

我對學校的認識。

面對著這段期間不斷改變的抗疫政策和措施，真的有點

無奈。每次籌備活動，校長、老師們、委員們都絞盡腦汁，

竭盡所能去搜集資料，準備妥當。每次興高采烈地等待�活

動的來臨時，總是一次又一次遇到不許可的情況。一切努力

都被告吹，難免令人有點沮喪。但感恩的是，每次在會議當

中都能讓我看見校長及老師們的所思所想，永遠把學生的益

處放於首位。這讓我深深體會到學校對學生們的那份關心與

愛護，心感欣然。

回想當日自己為囡囡選擇鄭中，絕對是正確的決擇。相

信大家的孩子們都能在鄭中這大家庭健康快樂地成長。

藉此機會，衷心向校長、老師、各委員及同工們的每分努

力，為孩子們帶來美好的校園生活，說聲……感謝！

蔡麗芳女士（聯絡）

 

  在第五波疫情

期間，最徬徨的就是突然提早放暑假。因

從未想過有突如其來的三月假期，沒有網

課，又沒有任何節目準備，不知孩子們

怎樣善用這個假期，最後學業會受多少影

響？終於在毫無準備下，只能讓他們在家

打打機，偶然做一些練習，如此學業就停滯

不前，甚有科目出現大倒退的情況；社交方面同樣出現

問題，因長期困在家�，孩子慢慢演變成宅男，課餘時

間不願外出，亦希望能長期停課下去。就這樣，孩子荒

廢了整個假期。今年五月下旬終於開學了，希望他們能

夠重新投入日常生活，重回正軌。見到他復課的這段時

間整個人開朗了，社交圈子重新建立了，只是學業……

希望疫情快快消失，讓整個世界回復正軌！

陳綺雯女士（活動）

我是3B班學生的家長，

仔仔中一時我就加入了家教會委

員。自加入家教會到現在參與過很

多不同的活動，如BBQ、學習製作

鳥結糖、月餅、布甸等等…感謝家長義工們在疫情期間

都無私的付出和貢獻。期待之後可以正常返校和大家一

起多作交流。

各位委員們都非常熱情！仿似一個大家庭一樣幸

福。我既可以向已畢業學生的家長們請教取經，又可

以跟老師深入了解子女在學校的情況。他們都會毫無

保留同我們分享！加入家教會委員我得到非常好的交

流。再次感謝全體家教會的成員！

林小喬女士（活動）

 

 鄭中的校長和老

師對學生都很關心和

愛護，又會為學生

有良好的學習環境

改善配套；而家長

教師會又為學校和

家長作一個良好的

橋樑，使一眾家長

與學校有效溝通和更了解學校。

感恩這一年我能夠成為家長教師會委員之

一，讓我更大程度地參與到有關學校的事宜，

從而更加了解兒子在怎樣的學習環境中成長。

在此感謝鄭裕彤中學校長和老師們。

鄭維廣先生（增補委員）

2019新冠病毒來勢洶洶，嚴重影響了大眾市民和學生的日常生

活，因為疫情關係學生只能上半天網上課，學生的積極性及情緒面臨前

所未有的新挑戰。

2021年9月，女兒有幸成為鄭中中一新生的一員，本人亦幸運地成

為家教會委員，讓我更加了解鄭中的運作。

疫情嚴峻，政府公佈的「限聚令」使學校很多的

活動都被迫改期，甚或取消，例如「新年鳥結糖親

子製作班」。待疫情緩和後，直到六月，家長義工

們才可返校製作鳥結糖。大家藉此分享這個疫情中

的喜怒哀樂，與病毒抗戰的心路歷程，令我更深體

會到加入家教會獲益良多。

黎惠�女士（增補委員）

大家好！我是新加入學校家長教師會的委員之

一，很榮幸能夠為學校、家長和學生盡一分力。參與家長

教師會工作令我與學校的距離關係拉近了，也令我深深體

會到家校合作的重要。透過籌辦家教會的活動，從籌備資

源到著手行動，我一方面明白到活動能夠促進家長與學校

之間的溝通，另一方面，成年人為孩子們準備的一切都應

該回歸根本，從孩子們的角度出發，考慮他們的興趣、愛

好。家教會亦有安排一些可促進親子

關係的活動，這些經歷都讓我深切體

會到，我們努力付出的所有，都是為

了讓孩子們獲得開心快樂及有意義的

成長經歷。藉此感謝學校教師們辛勤

的教育指導，亦感謝家長教師會所有

成員努力為孩子們爭取更多的資源。

馮少見女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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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家長通過以下方式聯絡本會及接收本會活動資訊
電郵：cytsspta@cytss.edu.hk  Facebook專頁：http://www.facebook.com/cytsspta

2022年是使人難以忘懷的一年，經歷疫情一次又一次的衝擊，使香港人疲於奔命，樣樣生活必需品

都要搶購，買每樣東西都要搶要排隊。當時實在真係覺得生活極度困難，簡直是非人生活。

之前一波又一波侵襲都避得過，直至第五波，我家在2月下旬失守了：二兒第一個得病。當時香港政府

又因太多人患病無力應付，隔離空間供不應求，著市民們自行在家隔離。港人居住環境擠迫，香港家庭哪有地方隔離？最後

女兒及老公都一一中招。我一家五口，已有三人染病，加上我身邊的直系親屬全部確診，我已無力協助，只好自求多福。在

無人幫忙而自己也幫不了別人的情況下，每天做完檢測後確認無恙，便落樓預早購買三天飯餸、日常用品、藥及對紓緩病情

有幫助的湯料。雖然知道密切接觸者其實也不可外出，但又怕病會傳染別人，所以也不便求朋友幫忙！又買空氣過濾器，又

在窗邊安裝風扇，希望加強室內空氣流通；天天在家煮三至四餐、切生果、煲有益有幫助的湯水，分頭圍二圍三圍吃；每人

各找一角吃餐，餐後要用熱水洗碗碟，用廁前後不斷消毒，家中也不停噴消毒。經過半個月的努力，家中各人身體狀況漸入

佳境，但自己已筋疲力竭！每晚都難以入安寢，心中掛慮太多，每天在驚惶中渡日，怕自己也患上病症，家人無人照顧，一

家點算！好想這段日子快快過去！永遠不要再來！幸好最後家中各人及直系親屬都逐漸康復！心中感恩！

那段日子生活在惶恐不安中，生活所需百物騰貴，家中各人因病及香港經濟差而工作量大減，不禁憂心。在無物資幫助

的情況下，自己和家人總算挨過了！這幾個月以來，每天都渡日如年！有苦自己知！但經多番努力，總算打勝仗！希望日後

順順利利！家中各人、親屬及朋友都身體健康！於願足矣！大滿足！香港人大家努力啊！

鄧愛蓮女士（顧問）

解封的友誼

友誼、家人、學校，是每個學生都不可或缺的鐵三角。可是

友誼卻在疫情當中淡化了。升上中學後，我踏入了網課生活，只

有偶而的幾個月可進行面授課程，與同學正式見面，談笑的日子

更不多。不過我認為不可就此浪費中學生活，所以我便把幾位同

學邀請到家中，那天我們玩得甚歡，一起燒烤，一起玩卡牌遊

戲。被疫情困著的友誼，彷彿在那天解封了。我與同學的感情日

漸深厚。新一輪網課又開始了，但也阻不了我們友情的增進。

2A 張志鎧

疫情下的網課

在這段漫長的逆境中，我過得並

不好。我不專注上網課，口罩已經

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隨著疫情的發

展，不少學校活動已經取消，例如學

會日、社際比賽等。在疫情底下帶著

緊繃的情緒過每一天，期待著有一天

我們可以過正常的中學生生活。這段

期間，在家�做學校的事情，總是心

不在焉。家�的大小事，總令我分

心。在餘下的三年中學生活，我希望

有更多機會面對面接觸老師和同學，

我期待更精采面對面的校園生活。

2A 張子健

疫情下的我

在病毒肆虐下，香港學生被迫留在家中上網課，我

也是其中一人。網課對我的影響甚大，令我現在很珍惜

在校上課的時光。網課令我失去了小息的15分鐘與同

學一起玩耍的時光，錯過了學校的大型活動，更重要的

是我專注力嚴重下降。

後來我發現這樣的我，好像失去了學習的動力，我

決定作出改變。上網課時，我把一切會令我分心的東西

鎖在抽屜�，上完網課後課，完成溫習後才拿它們出

來。現在的我專注力有所提升，比之前更熱愛學習了。

但我仍然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網課能全面消失，我們的成

績更上一層樓，我們的校園生活更豐盛。

2A 黃珮玲

人與人之間的聯繫

疫情籠罩了香港七百多天，你還好嗎？

至於我，坦白地說：「還可以吧......」。

我喜歡熱鬧。推動我生活的重要動力是人與人之間的聯

繫，因為大家可以共聚，可以分享喜悅。可是在疫情期間，我體會到與家人、朋友

的關係變得異常薄弱。疫情令到大家注意傳播風險，相聚的時刻亦因為限聚令而變

得越來越少。疫情分隔了我與長輩，住在安老院的他們，因防疫措施而不能進行實

體探訪。種種不如意事情加起來，加上工作減少，真的差點壓垮了我的生活。

萬幸的是現今科技發達，我們只要透過手機，便能夠與身邊人電話聯絡，或者

視頻見面。雖然我們隔�冰冷的屏幕，但是音訊和視頻亦能傳遞溫暖的問候。我感

恩身邊人全都平安無事。疫情過後，我要將這兩年錯失的時光都追回來，更加珍惜

看似平凡的生活，去愛身邊的每一位！

2018年畢業生 羅淦林

顧問感言顧問感言

學生分享學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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