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家長教師會會訊
二零一一年七月第九期
會址：香港上環醫院道2號

電話：2546 0069 家教會電郵地址：pta@cwsa.edu.hk

編輯組顧問：郭達華校長

劉綺麗副校長

編輯組成員：家教會委員

(9)

猜猜 我是 誰

(12)

(11)

(19)

(15)
(4)

(16)

(7)

(17)

(13)

(20

)
(5)

(21)

(3)

(18)

(23)

(20)

(8)

1

學生 現貌
吳子謙 1A (23)

林曉彤 1B (7)

子

麥
俊

黎心

怡

1C

孟祥德 2A (19)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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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芳 3C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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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永楷 4C (4)

李明蔚 4A (15)

陳駿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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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軒雯 6B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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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盈盈 6A (8)

吳葉新 6C (20)

家教會委員 心 聲
六年的「苦」與「樂」
炎炎的夏日從門縫靜悄悄地走進我們的生活中，這意味着暑假即將來臨，六年的光景如閃電般
飛快地溜走，六年的家教會服務隨着女兒的畢業畫上句號。
家人常埋怨，為什麼要參加家教會？為什麼不留些時間休息？為什麼要分一些日間工作的時間
處理那麼多會務？家教會的會務肯定會佔據我一些工作及工餘的時間，那為什麼我還要繼續，而且
是六年的時間呢 ? 以一個在商業社會打滾那麼多年的人，這種虧本的事務是不應該幹的，內裏一定
有非常巨大的利益！
有些家長竊竊私語說當家教會委員，子女在校犯事一定不會被罰，而且老師特別照顧他們。如
果這個「假如」是真的，那麼請大家來年要積極參加家教會選舉，爭取成為幹事，為大眾服務。至
於是真是假，還請大家以雪亮的眼睛及清晰的頭腦給自己一個答案。
相信家長們在這幾年間看到家教會幹事們的勤奮工作，要統籌數百人的家教會大旅行，家長和
子女可以享受一個愉快的星期天；要協助舉辦大型的元宵燈謎晚會，學生、家長和老師們可以一同
度過一個有意義的晚上；還有大大小小不同的活動，好讓老師們有更充裕的時間關顧大家的子女。
人也有疲倦的時候，也有想放棄的念頭，但每當想起完成每一項定下的目標，會帶來很多人的
歡樂，這股動力使自己抖擻起來，再往前多一步，直至完成為止。
服務家教會除了是幫助學校籌辦一些活動外 , 更重要的是令子女們以父親作為榜樣，學習服務人
群這一種無私的正向思維，這才是我六年間尋找到最珍貴的寶藏。

家教會主席 蕭喜源
( 六甲蕭樂頤 四丙蕭維正 家長 )

我是五甲班張穎嘉的家長，當初本著多了解學校及希望女兒知道我願意參與她的校園生活，所
以也沒有考慮能否勝任，便毅然參加家教會幹事選舉，有幸成為幹事已經五年了。
在每次開會和協辦各項活動的時候，時間上的確有所付出，但卻能從校長、老師及各幹事身上
學習到不同的知識、處事的方法和經驗，真是獲益良多。
家教會是一座大橋樑，它聯繫著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溝通和合作。我衷心盼望有更多的家長能踴
躍參與及支持家教會的工作和活動，使這座橋樑更隱固、更能為我們的孩子締造一個美好的小學里
程碑。

家教會財政 張莫雪梅
( 五甲 張穎嘉家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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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 訪問
老師心 • 媽媽情
《三年抱八》
在這三年內，學校會增添八個小生命，他們的媽媽都是我們親愛的老師。她們有準媽媽，亦有
再次榮升媽媽，但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做媽媽。老師們的孩子年紀介乎約四個月至歲半不等。家教會
經學校安排於三月十七日，與八位老師作一個簡短的訪問；她們是羅詠雯老師、崔妙琼老師、李嘉
曼老師、潘斯雅老師、歐錦佩老師、黃秀蘭老師、伍曉恩老師和葉頌華老師。
家教會 : 羅老師和崔老師都是準媽媽，其他老師的孩子都是幼兒。請談談你們現時的心情和一些生活
點滴。
崔老師 : 現時，我打算於四月開始放產假。在這段流感高鋒期，我也很小心自己的健康，經常戴上口
罩，減少受感染的機會。初時有些不習慣，但是慢慢適應下來了。
羅老師 : 胎兒有時在晚上非常活躍，像在踼足球一樣，使我睡眠不足。前一陣子，我曾經患上感冒，
有一星期不能上課。現在，我十分注重自己的健康及多些休息。而高年級的學生不適時，他
們會自動和懷孕老師保持距離。各老師也稱讚學生很懂事和關心她們。
葉老師 : 有一次在課室午膳，在唸飯經時，突然有嘔吐的感覺，我立即衝去洗手間。回到課室後，同
學們連忙問候我的情況，他們只是一年級的小朋友，已經懂得關心他人，真令我感動！
羅老師 : 除了同學外，協助午膳的家長義工也很關心我們。甚至有家長問我會否暫時放下教導工作，
全心全意去擔任媽媽的崗位呢 !
李老師 : 不是每位同學都察覺到老師已懷孕。有些低年級同學知道我放了很長的假期，回校時只察覺
我剪短了頭髮，還問我是否在放假期間去了剪髮呢！
家教會 : 一談到學生有趣的表現，我們看到各老師都報以會心的微笑。你們是否既被同學們的關愛所
感動，又被他們的坦率有趣的問題留下深刻的印象呢 ?
葉老師 : 真的留下深刻的印象啊！我記得在祈禱時，我經常把雙手放在肚子上。有一位同學問：「你
懷著小朋友，我媽媽現在也懷著小朋友，她的動作也是和你一樣的。」
崔老師 : 有學生詢問我，當我放假時圖書館會否關閉呢？我告訴她們不用擔心，圖書館是會照常開放
的，因為有代課老師會擔當有關的工作。
潘老師 : 放完產假第一天上課，剛巧是學校大旅行，大家心情比較輕鬆，話題就不同了。有低年級同
學主動問候我，又會問我生了男孩子，還是女孩子呢 !
伍老師 : 老師懷孕期間，同學們的反應有時真的很可愛。我留意到有些高年級同學有時會竊竊私語，
猜測老師是否已懷孕，但又不敢直接問老師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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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師 : 我教高年級學生又有教常識，有時大家好像朋友一樣，我會藉着這機會教他們一些知識，加
強師生之間的互動。
家教會 : 各位老師請分享妳們做了媽媽的感受。
李老師 : 我是新任媽媽。擔當媽媽的崗位比上班可說更勞累，辛苦多一倍啊 ! 但是在育兒的歷程中又
帶來很多喜悅和歡樂，令我們很開心。
黃老師 : 我已是兩任媽媽了。現在，我在教學上也多用了家長的身份來看事情。有時我要平衡老師和
家長的角色，使我更明白家長的看法，對教學工作有所幫助。
歐老師 : 我的孩子已九個月大了。每次看見他有趣的表情、眼神，和一些小動作，都使我們感到很興
奮快慰，我們的家庭生活真的加添了很多歡樂。
伍老師 : 以前未有小朋友的時候，我們喜歡於工餘時間逛商場購物。現在大部份時間都是帶兒子去玩
耍、去公園散步。就算購物也多是購買孩子的日常用品。家庭多了孩子後，她可說是我們和
家中長輩的歡樂泉源！
歐老師 : 真是啊！自從兒子誕生後，我們和家中長輩又多了共同關心的話題，多了溝通的時間，交換
育兒經驗，大家生活更加融洽。在學校，與同事工餘談話的內容也和孩子有關，有時分享經
驗，有時交換購物情報，有時也會轉送已不合適的兒童用品作循環再用。
潘老師：我覺得家庭有了小孩子帶給自己身份上的新鮮感，自己也身為家長了。在安排親子時間方面，
我和其他老師一樣，多些爭取晚上回家後和假期時間和孩子相處，增進感情。
各位老師在懷孕期間及孩兒出生後的生活都有相當大的轉變，但一致認同孩子的誕生帶來家庭
很多歡樂，提升了家人之間的關係，加強與同事和親友間的溝通。我們留意各老師在訪談期間，暢
談親子趣事、在校與同學們的生活點滴，都洋溢著身為母親的喜悅和對孩子的關懷和愛意。家教會
感謝一眾老師的分享，謹祝福各老師家庭幸福、健康快樂、孩子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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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教 會 活動

親子歷奇攀石日營
2011 年 3 月 12 日，家教會舉辦一年一度的親子歷奇日營，
是次更加入攀石項目。參加者除透過活動，增強了自信心外，親
子關係亦有所提升。

親子大旅行
2010 年 12 月 5 日，家教會舉辦一年一度的親子大旅行，
行程包括嘉道理農場，電影資料館及葛量洪號。老師、家長和學
生一同度過了愉快的一天。

元宵燈謎晚會
2011 年 2 月 18 日，學校舉行元宵燈謎晚會。家教會負
責其中一個遊戲攤位、玩具義賣及安排當晚食物供應。

中國地理，考考你！

爆米花，很美味！

6

2010-11年財務收支(截至5月底)
收入
09- 10 年度盈餘
PTA 會費
興趣班暫存
親子歷奇營盈餘
銀行利息

HK$
132794.16
16770
180835.4
125
11.96

熱騰騰的魚蛋、燒賣，
快來換購！

支出
飲水機維修
PTA 大旅行
聖誕及新年學生禮物
元宵燈謎晚會
雜項開支

HK$
3600
1054.4
5000
4001
250

為學校，我多多錢都捐呢！

銀行現存款項

HK$

330536.52
HK$

13905.40
316631.12

B

畢業生離校心聲
The beautiful memory

Graduation

The sun is shining
B
Shining…….
Over…over…our school
Shining……
Over…over…the students’ happy faces
Shining……
Over…over…teachers’ friendly faces

Graduation means
Saying goodbye to my dearest classmates and friends
Who always play together at weekends
Saying thanks to my dearest teachers
Who always help me to solve the matters

All the teachers
All the classmates
All the encouragement and helpfulness……
I will put them all in my beautiful memory
Because……
I will step forward to secondary school soon…….
Leaving everyone without exception
Before leaving……
We wrote ‘friendship forever’, ‘forever friends’……
Heartfeltly in the autograph book.
From unfamiliar……
To familiar.
All the memory,
Can’t use words and sentences to describe.
But graduate means growing up.
We need to raise our life’s new page…….
Let’s work hard and keep in touch!

Angel To 6B

My dearest friends
Graduation doesn’t mean the end
My dearest friends
Don’t forget me and I will remember sweet memories that
we shared together
I will remember our friendship forever
My dearest teachers
I will become a useful person in society in the future
My dearest teachers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knowledge that you have given to
me And remember the things that you have taught
Graduation is a new start
It is a meaningful part of life
New school, new teachers, new friends
But why I feel so sad
I wish I could study with you forever
But I can’t stay here
Goodbye CWSA school
Thanks for giving me a great learning environment
Thanks for developing my talents
You spread a lot of love and happiness
You have enriched my knowledge
I don’t like to say goodbye
I want to cry
Whatever happens in the future
I love you forever!

Woo Sing Yi 6C

These past six years have been the most treasurable time throughout my life. During this time, I have
made many friends that we have connected by heart. We learned and played together. Deep inside me are all
the good and happy memories about us. Very soon, I have to say goodbye to all my friends and teachers. I
feel so grateful they were a part of my life. I will miss them very much. To my teachers, your care and dedicating
effort to shape us to what we are now. Thanks for your patience and giving me such good guidance and
support. I also feel sad to leave my dear teachers too.
My school life has been so fruitful and enjoyable.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good memories that I am leaving
behind such as the sports day and the picnic.
Now, I need to move on. I am going to rise again to the future challenge at the next stage of my life. I
hope I will be happy again like the old school days. I am sure that I will come back soon to visit my dear
teachers and principal.

Wong Hoi Ying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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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一貶眼就過去了，好像還未感受完這個校
園，就要離開了。多想永遠在這個校園裏學習，多想
和同學和老師一起度過一輩子。為甚麼人總是這樣？
快要失去那樣東西才懂得去珍惜，去眷戀？或許早一
點珍惜，遺憾就沒有那麼大。
過去的歡笑、悲哀、喧鬧、寂靜；過去的任性、
抱怨、瘋狂、認真；過去同學討論得面紅耳赤，過去
在運動會上喊得聲音沙啞，過去令人討厭的測驗考試，
過去那堆積如山的功課、叫人噁心瀝血的作文；過去
老師親切和藹的面孔，過去同學熟悉的樣子、友好的
笑容；過去快樂的教室，過去讀了六年的母校，這一
切一切都在我的腦海裏蕩漾着。
每位同學有着獨特的個性，獨有的長處和缺點；
每一位老師有嚴肅的一面，也有滿面笑容的時候。校
園裏每一棵樹、每一朵花，為校園添上繽紛的色彩；
每一塊磚、每一塊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舒適的學習
環境。這些都隨着畢業成為過去。
希望同學們在日後長大成茂密的樹木時，仍能記
起我們默默灌溉和施肥的老師，栽培我們成長的母校。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六年
的光陰像雲彩一般離我遠去。六年，對於
有些人來說是很短，但足以令我懷念，令
我迷戀，令我回味。
回想起小學生涯中的數千天，我和同學一
起日漸成長。在班房裏，有我們嬉戲的身
影；在操場上，有我們運動的英姿；在校
園裏，有我們瑣碎的趣事；每一個角落，
每一段回憶，直到現在仍然歷歷在目，記
憶猶新。
在老師一遍又一遍的叮囑，一遍又一
遍的教誨下，我得到了很多。我得到了老
師金玉良言和新知識，使我從目不識丁成
為一個知書識禮的好學生。最重要的是得
到了最好的教育和做人處事的方針。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光陰一去不
復返。我會記着母校裏每一位老師、同學
和工友。我會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將來
回饋母校，回饋社會。

禹星怡 六丙班

徐錦鴻 六乙班

六年的小學生活快要結束，時間小矮人一個一個的每天在門隙離開，彷彿是帶領我到另一個階
段。回想這六年的小學生活片段，有歡樂的、也有悲傷的，有捧腹大笑的、也有悶悶不樂的，一幕
一幕在我腦海中浮現。
在小一開學初期，我不能適應升上小學的轉變，每天上學放學都戰戰兢兢，怕學不懂老師教導
的新知識，怕沒有同學和我一同遊玩，怕不能完成家課。幸好當時得到一位六年級的風紀姐姐和社
工的幫忙，使我很快便衝破這一切的的障礙，像種子發芽，漸漸地茁壯成長。
老師們對教育的熱誠和孜孜不倦的態度，令我十分敬佩。除了教書外，他們還要處理一大堆額
外的事情，例如同學們的情緒有問題，他們要聯絡家長一同面對；同學們學業成績不佳，他們要在
上課前和放學後為同學補課。有時他們為了爭取時間，甚至廢寢忘食，最大安慰相信是同學們在老
師的循循善誘下，逐漸改過。所以大家不要嫌棄老師的語重心長，在他們的春風化雨下，同學們都
漸漸成長。
相信大家都認同在學校和同學見面的時間比起和家人的多，好像另一個大家庭中的兄弟姊妹。
大家一同上課、小息在走廊和操場玩耍、在圖書館裏細味書本的內容、在電腦室玩遊戲、在音樂室
唱奏不同的歌曲、還有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學校的每一角落都洋溢着我們的歡笑聲。我會珍惜每
一份友誼，每一位一同走過小學旅程的同學。
快要畢業了，難免有些離愁別緒。我會抖擻精神，全力以赴，面對人生另一個階段，一個為將
來作準備的踏腳石。我不會忘記老師們的諄諄教誨，時刻提醒我造人應有的態度。我在此祝願母校
校譽昌隆，校監、校長、老師和各位教職員生活愉快，同學們前程似錦。

蕭樂頤 六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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