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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乒乓球隊的隊員多認真聽取教練的指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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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七月第八期二零零八年七月第八期
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家長教師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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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在香港大型的公開賽做球童，和鼎鼎大名

的香港甲組隊員拍照，真是很榮幸。

羽毛球隊男子組於香

港仔呂明才浸信會舉

辦的第四屆小學數學

邀請賽暨挑戰盃球類

比賽奪得亞軍。

羽毛球隊女子組也不

甘示弱，在是次比賽

中奪得冠軍。

排球隊參加第一年舉辦的港西區學界

比賽，先來一張大合照吧！
訓練有素、準備就緒、比賽開始！

Go Go Go ！！！

比賽完畢，雖然很累了，但我們還要專心聽取

教練的賽後反思呢！

奧運全接觸 運動展潛能

雖然這個發球力度很

大，但我也要成功把

它接過去。

看！我們的運動精英！個個精神！

羽毛球隊女子組也不羽毛球隊女子組也不

甘示弱，在是次比賽甘示弱，在是次比賽

中奪得冠軍。中奪得冠軍。

擺一個美妙的舞姿拍照，再加上一個甜美的笑容，一、二、三，笑！

雖然我年紀小小，但我

有的是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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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錦明主任

《前言》

  鄧主任是家教會教師幹事的「資深」成員，亦是普通話科的

領導人。他外表有點嚴肅，但認識他的家長和學生，都接觸過他

溫情和富幽默感的一面！訪問當日，四川大地震才發生了十二

天，台灣的馬英九總統剛宣誓就職。  鄧主任跟我們暢談中、港、

台，我們的話題也從四川開始。

《從四川談到北京》

鄧：從youtube上看到許多救災的感人場面，數十個救援人員「徒

手」、叫「一二三」合力移開一塊樓層般大的混凝土，以拯

救瓦礫下的災民，扣人心弦！雖然交通不便，令救災困難重

重。可是，人民先發的關懷行動，領導人救災救人的決心，

令所有中國人團結起來！

 （他的分享盡表一份愛國情懷，原來鄧主任熱愛旅遊，曾走

遍中國不少名山大川。）

訪：聽說你曾到北京學習普通話？

鄧：二千年前後，我每年到北京一兩次，跟北京的朋友學習、交

流。北京是一個安全、富文化氣息和人情味濃厚的典範都

市，老百姓誠懇、親切！

訪：為何有這麼大的決心，勤學普通話？

鄧：九五年我坐火車北上旅遊，杭州站有兩位相當瀟洒的內地便

衣公安人員上車，彼此攀談起來，當時我不懂普通話，聽、

講都不濟！他們下車前，對我說：「你不懂普通話，很難在

中國生存！」這件事令我忐忑不安，經過思考後，我開始鑽

研普通話！」

《從坪洲到中西區聖安多尼》

訪：教學生涯如何開始？

鄧：差不多30年了，我起初在坪洲的天主教學校教書，任教英

文。那時學校規模小，人情味濃厚，學校對教師沒有甚麼要

求，教學生活相當輕鬆！我家住九龍，每天坐船出入坪洲，在

船上批改功課。今天時代改變了，教師很忙碌，學校每年制訂

了許多目標、計劃和任務，課後還有很多會議。雖然辛苦了，

但教學的效能和成就較多，比較之下，我還是喜歡現在！

  提升學生兩文三語能力，是學校關注事項之一。近兩年，學校開始試

行以普通話教中文，這次，家教會有機會專訪學校普通話科的負責老師，

了解他的「學普之路」。我們亦會專訪新加入我們大家庭的外藉英語老師

─Miss G. 。

「英普對對碰」教師專訪

《從英文老師到普通話科主任》

鄧：遇上兩位杭州上車的男士後，我思考提昇自己教學質素的問

題。我有兩項選擇，一是進修英語，另一項是新嘗試，學普

通話和多認識中國文化。我在教協上課，為使普通話成為我

生活的一部份，我開始在校內會議上以普通話發言。九八年

我隨語文機構到深圳參加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幸運地考獲

二級乙等的成績！我是一位「後期學習者」，經過一番努力

也能成功。我們的學生自小學習，將來成就更大。我現在也

鼓勵學生參加港澳區中小學生普通話水平測試。 總括而言，

我的語文學習有三點心得：一、要對中國文化和國情有認同

感，如果學普通話只為飯碗或應一時的潮流，沒有一份心意

的話，付出的只能事倍功半。 二、要在實戰中學習，在實際

的語境中跟更強的對手練習。 三、參加公開試能鞭策自己，

學習有信心，準確地將所學的表現出來。

《校內以普通話教中文及與國內老師交流》

鄧：校內低年級嘗試以普通話教中文，讓學生多聽多講，並改善

詞彙和剔除廣東話的口語毛病。內地的陳曦老師曾駐本校一

年交流，然後返東莞光明小學當校長。 她說光明小學的口號

是：讓學生一踏足校門，就等於進了北京城。」

 （註：訪問員曾隨學校參觀光明小學，是一所優秀的學校，

學生全操流利普通話，表現出色。）

訪：內地老師在校內觀課，對老師有何啟發？

鄧：他們會用一些簡單而奏效的方法，如學生答對了問題，會請

全體「掌聲鼓勵」，又會請學生「互評」同學的答題表現，

鼓勵他們發表意見。又例如他們會留意課文中細節，思考內

裏的玄機和妙處。如「沙沙沙」的下雨聲，他們請學生用不

同快慢、大小聲朗讀出來，以模仿不同的下雨聲。這樣，課

文變得有趣，也提昇學生的語文欣賞能力。

《後記》

  訪問歷時三小時，我們又談到台灣的政情和民風，令訪問員

獲益良多。鄧主任的好學不倦，豐富的內涵和修養，教我們印象

難忘。他又啟發我們作為家長的，幫助孩子學習，是要由生活開

始，也要從心出發，讓知、情、意、行各種經驗結合起來。

全文完

鄧錦明主任訪問記 鄧錦明主任鄧錦明主任

「英普對對碰」教師專訪「英普對對碰」教師專訪「英普對對碰」教師專訪「英普對對碰」教師專訪「英普對對碰」教師專訪「英普對對碰」教師專訪「英普對對碰」教師專訪「英普對對碰」教師專訪「英普對對碰」教師專訪「英普對對碰」教師專訪「英普對對碰」教師專訪

鄧：鄧主任

訪：家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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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 G and her sisters  

PTA: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Miss G: Miss Maureen Giulieri

Our PTA reporters had an interview with Miss Maureen Giulieri, 
more popularly known as Miss G, in the morning of May 26, 
2008 at school. Miss G came from Melbourne of Australia. 
She joined the CWSA school in April 2008. She shared with 
us many interesting things about her picturesque hometown in 
the Dandenongs in the suburb of Melbourne, snapshots of her 
20-year teaching experience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her first two months in Hong Kong. We also talked about 
interesting topics such as local culture, her interest to learn 
Cantonese and Mandarin (Putonghua), and places of interest in 
Hong Kong. 

PTA:  How do you feel about teaching students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here in Hong Kong? 

Miss G: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have worked in Hong Kong. 
The students here at the CWSA school are very nice, 
energetic and are not shy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 
English. I am now teaching classes of P.1, 2  and 
6. Before I came here, I taught Maths, Drama 
and Religious Education in a secondary school in 
Australia. Now, I’m back to a primary school. I’m 
enjoying the changes. The junior students’ attention is 
generally short. I have to think of interesting way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m, especially the little ones and 
to make them understand what I am talking about. I am 
now getting more used to the school environment.

PTA:  Other than English, what languages do the students 
usually learn at schools in Australia?

Miss G:  There are different languages available for students 
to learn in Australia. In the schools where I taught, 
students might learn Italian, Japanese, Indonesian or 
French. You may know that our Prime Minister, Mr. 
Kevin Rudd, speaks very good Mandarin. This might 
encourage more students to learn Chinese. I should 
learn Mandarin while I’m here in Hong Kong!

PTA:  Are there any interesting or memorable things which 
happened at school in the past couple of months?

Miss G:  Yes! I lost my voice after the fi rst day of my teaching 
at school. It is interesting to learn from my colleagues, 
their teaching experiences, and how to make the 
students settle down in class.

PTA: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Miss G: Miss Maureen Giulieri

Our  new  NET  Scheme  Teacher  
Miss  G

Miss G: I am very pleased to share with my colleagues at work 
on different things such as teaching methods and 
English usage. I remember an interesting story book 
that Miss Sally Pat shared with me about a fi sherman 
in Ma Wan and the three wishes granted to him by a 
Chinese pink dolphin. Guess what? I’ll be moving to 
Ma Wan this week!

PTA:  What practical tips would you give to our local students 
to brush up or their English?

Miss G:  I would suggest listening to English songs. Music is 
very good for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Watching 
television and cartoons, and reading magazines will 
also help improve the skill of using English. Children 
may read an interesting English book with their 
parents.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o practise more on the 
use of English and try to speak with friends in English. 
Practice makes perfect!

PTA:  Thank you for meeting with us today. We wish you 
well and every success teaching in the CWSA school, 
and enjoy your stay in Hong Kong.

Miss G:  Thank you! I am so lucky to teach in a Catholic school. 
I am a Catholic myself. The CWSA school provides me 
with a very caring and warm environment. I would like 
to thank Mr. Kwok (our Principal) and all the staff here 
for their support and care, and especially Miss Sally 
Pat. I have a great community feel here.

The end                      
     Jun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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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ike “Shakespeare 4 
all” very much! I can learn 

English in this class. This class 
can make me brave too! I can have 

a show too! I am very excited. 
I hope more people can join 

this class!

After joining the Shakespeare 
four all drama class, I found that I 

like acting in a play very much. I learnt a lot 
about how to act in a play. Before having this 

lesson, I thought all the dramas lessons were 
boring. But now, I like drama very much. I 

think it is interesting. I also read the 
script of the other dramas. I hope 

I can join the drama class in my 
secondary school. 

I think the Shakespeare 
drama class can provide me 

with a fun way to learn more 
English. This time, I will act as a 

gentleman-Lucentio, which is very 
challenging, I will try my best 

to do it.

同學綵排情況

同學綵排情況

Yae Man Yin

英語話劇班

  同學透週演出英語話劇，提升其英語會話能

力，得益不少。看看同學們的心聲⋯⋯

Yae Man YinYae Man Yin

英語話劇班英語話劇班   沙士比亞《馴悍記》

Lai Ho Yee Gigi

Tse Pai Man

I like “Shakespeare 4 
all” very much! I can learn 

I can join the drama class in my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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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組

Hip Hop舞 

羽毛球興趣班

籃球興趣班

足球興趣班

乒乓球興趣班

游泳興趣班

空手道班 

劍橋英文班

Shakespeare 4 All

國畫班

圍棋入門班

奧數班

我係科學家

Lego班

單簧管班

長笛班

小提琴班

收入 HK$ HK$

06-07年度盈餘  55,724.34 

會費收入  16,970.00 

其他收入  4,000.00 

銀行利息  2,277.50 

興趣班暫存款  184,132.02 

 謝師宴暫存款  29,217.00 

其他暫存款  1,095.50 

293,416.36

支出 HK$ HK$

 銀行費用  347.10 

 飲水機維修及校內工程  2,800.00 

 聖誕聯歡會抽獎禮物  1,756.30 

 新年及元宵燈謎晚會  1,970.00 

 雜項  350.00 

 7,223.40 

截至2008年6月15日銀行

存款

 286,192.96

主 席：蕭喜源先生

副主席：曾就照先生

 劉綺麗副校長

文 書：何黎穎之女士

 伍曉恩老師

財 政：張莫雪梅女士

 鄧妙娟主任

康 樂：麥詠娜女士

 陳玉玲女士

 李海裕主任

聯 絡：沈潔玲女士

 尤娜麗老師

 鄭文彬老師

總 務：馮慧儀女士

 李嘉曼老師

家教會財務報告

課餘活動多元化課餘活動多元化課餘活動多元化動靜皆宜任你選

動

靜

第八屆家長教師會幹事名單

  本年度，家教會與學校共合辦二十多項

課餘興趣班，讓同學能發揮不同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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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聯歡會 2007年12月19日

家長粉墨登場，演出歌舞劇。 家長們投入綵排！

  家教會除了負責攤位遊戲小食售賣

外，更主持大拍賣，為學校籌得可觀的

善款呢！

  這一天，家長和子女到了大埔樹屋田

莊，度過了一個難忘的母親節。

我是一隻精靈的猴子！爬樹多好玩！ 我們在哪裏？樹上的小屋囉！ 小心點！我要過河了！

家教會活動點滴

家長粉墨登場，演出歌舞劇。家長粉墨登場，演出歌舞劇。家長粉墨登場，演出歌舞劇。家長粉墨登場，演出歌舞劇。家長粉墨登場，演出歌舞劇。家長粉墨登場，演出歌舞劇。 家長們投入綵排！家長們投入綵排！

燒炮竹！開幕啦！快掩耳朵。

我是一隻精靈的猴子！爬樹多好玩！我是一隻精靈的猴子！爬樹多好玩！ 我們在哪裏？樹上的小屋囉！我們在哪裏？樹上的小屋囉！ 小心點！我要過河了！小心點！我要過河了！

人山人海呢！

元宵燈謎晚會 2008年2月22日

親子歷奇日營 2008年５月11日
快D來換飲品啦！ 爆谷真好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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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統籌家長義工活動已近兩年，從中亦讓我了解到家長參與對於

學校工作和學生成長上的重要作用。也許，有人會問這班家長參與學校

工作背後有何目的：「對於他們子女的成績有否幫助？」又或「他們是

想跟學校打好關係，從而能夠享有某些特權？」無疑，家長參與學校工

作，不單能夠減輕教職員的工作壓力及加強學校於學生成長的支援，也

是家長了解學校及子女的重要溝通渠道。而與他們一起工作和相處的時

間，我並沒有感到他們因渴求學校給他們某種特權而來，因為這原因並

不能維持他們長久的參與動力。相反，我會聽到他們這樣說：「唏！幫

得就幫喇⋯⋯」、「姑娘，不夠義工的話，可找我幫手⋯⋯」、「我也

想幫到有需要的學生」及「老師工作很辛苦⋯⋯」等等。有部份義工更

每天在學校又高又斜的樓梯上落多次，協助學校把學生的飯盒送到班房

外，不分季節。家長能夠參與這項沒有現金回報、時間零碎、需要勞動

及遵守規則的工作，給我的啟示，就是他們都擁有一份關心學校和學生

的愛。

  今年，一班熱心的家長，透過「家長義工大使計劃」參與學校不同

的工作，當中包括有關學校行政、教育及康樂的協作，如：午膳關顧服

務、流感期量體溫服務、學生校外參觀／宗教活動、「揮春迎金鼠」活

動、元宵燈謎晚會及午休伴讀活動等。他們對於學校的貢獻是可以肯定

的。藉此，感謝他們一直以來對學校和學生的付出。

  本年度，我們的目的地是濕地公園，大家

對濕地保育增加了不少認識呢！

家教會大旅行　2008年5月18日

大抽獎！

家教會暨家長義工聯歡會 2008年6月21日

鄧主任和曾副主席合唱

一曲，繞樑三日！

有飲有食有歌聽，真好！

家長義工計劃──霍姑娘心底話

家長伴讀義工

家教會暨家長義工聯歡會 家教會暨家長義工聯歡會 
大抽獎！大抽獎！

有飲有食有歌聽，真好！有飲有食有歌聽，真好！鄧主任和曾副主席合唱鄧主任和曾副主席合唱

家長義工團隊

家長們多投入啊！

午膳服務家長義工

多謝各位家長一年來的幫

忙……

主席講話，留心D！

VVV，留下美好的回憶！

酒店自助餐，食物非常豐富！

來個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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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a primary six student in C & W District St. 
Anthony’s School. I will be going to secondary 
school next year.
    When I think that I am going to graduate in one 
month’s time, I feel very sad.  I don’t want to leave 
my classmates and teachers.  I don’t want to leave 
my primary school either.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are very kind and 
nice.They have given me a lot to treasure; such as 
friendship, knowledge and love. During the years I 
have been studying at C & W District St. Anthony’
s School, I learnt how to care about other’s feelings 
and I learnt that we should face difficulties with a 
positive attitude.
    I like my school.  I will never forget any teachers 
or classmates. Lastly,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of my classmates and teachers because you 
really have given me a lot of precious things!

Ariane Jim 6B

Goodbye My School
It's the time to say “Goodbye”,
Although it’s heartbreaking to leave everything behind,
I tell myself that I shouldn’t cry.

Thinking back to the school life,
I’d remember every single time
When my teachers taught me how to be polite,
I wouldn’t forget any time
When my friends made me laugh and cry.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of you,
For the kindness that you’ve done,
For the good things that you’ve taught,
And for the happiness that you’ve brought.

I don’t really want to leave this happy place,
But after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Everyone will have to go a new way,
I’ll still remember many happy faces,
I hope I can still meet the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someday.

        Lam Hiu Man, Cherry 6C 

《離別在即》
何曉妍 6A

  翻開紀念冊，一張張的寫滿了老師和同學們的離別心聲，字裏行間流露出同學之間的不捨和老師對

我們真誠的祝福，十分窩心。 這一切一切，觸動了我的心靈。

  六年的時間轉眼間便過去了，回想起六年前，我還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子，現在已是一個懂事的

少年了。無容置疑，這都是老師們悉心栽培的成果。 六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當中的苦與

樂，校園生活裏的點點滴滴，印記在我的腦海裏。

  老師們帶領我們走進了知識的寶藏，豐富了我們的人生。他們有時雖然嚴厲地苛責我們，卻教懂我

們勇於承擔責任，積極面對人生。 我認識了一班好同學，亦是我的好朋友，他們陪我走過了小學的旅

程。 課室裏的一桌一椅，都留下了我們的歡笑聲。

  學校裏的每一個角落，也留下了我們的足跡。 音樂室裏，我們曾一起高歌，一起用樂器奏出動人而

優美的旋律；活動室裏，我們曾一起創出舞蹈佳績。 這些珍貴的片段，將永遠刻記在我的心窩裏。

  母校啊！我將要離開你了，離開你那溫馨的懷抱。 我不會忘記學校的一事一物，更不會忘記校長、

老師們的諄諄教誨和同學之間真摯的友誼。 我在此祝福校長、老師們生活愉快，同學們前程錦繡。

畢業生離校心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