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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慧敏 1B蔣樂芢 4C蔣樂延家長
時間過得真快，學期已快接近尾聲了。執筆的時候，家教會亦已開
始為六年級的謝師宴準備了。
對我來說，今年比往年過得特別快，除了因為我的小女兒今年亦加入了中西區
聖安多尼學校，成為了小學生之外，另一個原因是我在學校裏擔任了家教會主席及
家長校董的職務。由以往只是參加家教會會議、在活動中幫忙，到現在主持會議、
統籌及出席不同的活動，這個轉變讓我學到了很多平常學不到的東西，同時也讓我
的生活變得更充實。
一如既往，家教會今年籌辦了不少的活動，其中最令我們感到鼓舞的，就是親
子旅行的報名人數比往年踴躍。還記得點算報名表當日，我們看到報名數字，便立
即跟旅行社聯絡，把由原本的六部旅遊車，多訂至七部。再和學校商量過後，決定
再多訂第八部車。由預計的三百多人，到最後我們共有四百多人一起參與。
所有活動能順利地舉行，實在是有賴製作團隊衷誠合作。藉此，我衷心感謝校
長、老師、各家教會委員及義工家長們，感謝你們的支持及參與。我期望大家能繼
續踴躍參加家教會的活動，為家校合作繼續努力，讓我們的學校變得更充滿活力，
朝氣蓬勃，不斷向前。

胡耀宗 5A胡梓晴家長
時光飛逝，女兒已考完五年級的呈分試，而兒子也差
不多完成中二的學年。參與家教會這數年期間，深深明白到
家校合作的重要性。作為學校和家長的橋樑，各委員、義工
家長和教師們的付出，令人感動。希望來年可繼續參與家教
會，盡我綿力，為家校共融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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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委
鄧廣健 2A鄧雅文家長
時光飛逝，今個學年好像過得特別快，轉眼間暑假又快到了。看著雅文每天成
長，學習了很多，得著了很多，尤其重要的是建立了良好的品德，學會了守規，學
會了尊敬他人，學會了禮貌等等，這些已經是她很大的得著了。老師們的關心，令
孩子增加了自信、能積極、負責任及認真去做好每一件事情。縱使未必每次也能完
善、完美地完成任務，但這足以令她懷著正確的態度面對人和事。而在作為家長的
我，看到她每天「快快樂樂上學去，輕輕鬆鬆回家來」，即使身體有些不適，也沒
有抗拒上學，從這點我已經感到十分安慰了。
家長義工的熱誠，執委們對會務投入及完美要求的執著，令我敬佩萬分。當中
的團隊的合作精神在元宵晚會、家教會旅行、以及畢業聚餐更發揮得淋漓盡致。希
望藉此，本人向中西區聖安多尼校長、老師和同工們說聲「多謝」。對於各位給予
雅文的教導、栽培、關懷及照顧，心裡有說不盡的無言感激！

雷詠茵 1B郭正延 6B郭晉瑜家長
時間過得實在太快，還有約兩個月，我家哥哥便小六畢業了，快要
離開這所關愛並存的學校。不只哥哥依依不捨，就是我作為媽媽也感到
一份離愁別緒。想到快要跟多年來「老友鬼鬼」的家長們說再見，不其
然想起從前測考前後，大家如何互相支持，互相鼓勵，互吐苦水 …… 但
願小朋友們和家長們也友誼永固。
還有老師們對哥哥的包容，常常苦口婆心地提點哥哥加緊努力，比我還要著緊。不僅教過哥哥
的老師，連沒有教過哥哥的老師，也曾在他最無助之時給予安慰和支持，真心感謝學校的每一位教職
員，讓哥哥有愉快難忘的六年小學生涯。
說回今年家教會的活動，最深刻的肯定是元宵燈謎晚會，竟然有現場樂隊，還有特別表演，既驚
且喜。很欣賞學校在這類捐款活動上，從不會把學生捐款數目作比較，讓家長和學生都能盡情地玩樂
一晚。
很高興能為家教會服務兩年，在每個活動中吸取了不少經驗。要辦個幾百人參與的活動真需要各
位委員和義工家長的參與及配合，謝謝各位的互相支持。來年我家弟弟升上小二了，只要時間許可，
我仍樂意為家教會出一份力。希望來年更多家長來參與家教會會務，讓家教會活動能繼續暢順運作，
給學生帶來更多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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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心聲
施碧芬 4B許旭然家長
轉眼間，本人擔任家教會委員已六年
了，期間參加了家教會舉辦的各項活動，讓
我獲益良多。能夠和家長、老師，建立了真
誠深厚的友誼，對學校的教育方針和運作更
了解。明白到家校攜手合作，才能給孩子創
造一個愉快的學習環境，協助孩子身心健康
成長。

葉詠詩 2B朱皓澄家長
眨眼間又差不多一個學年了，這是我第一次擔任家教會委員，
我十分珍惜這個機會，因為實在令我獲益良多。感謝校長、副校長、
家教會主席及各委員的帶領及協助，令我清楚明白到學校內的事務實
在是繁瑣。俗語有云「針無兩頭利」，每件事情上都必須要多方面兼
顧並取得平衡點，所以實不是三言兩語可解釋清楚。因此有需要通過
家教會與學生家長們的溝通來反映，把事情理順。
藉著這個機會，我亦希望感謝皓澄的班主任、老師、姑娘及工
友們的關懷及耐心教導。使她享受上學的樂趣，建立自信、提升責任
感、學習與人相處，為皓澄帶出正能量，這是我十分感恩的。

奉獻
黃曉穎 2A潘籽鍵家長
清晨，我站在高山之巔仰望長空。看碧空無垠，白雲朵朵。我
想，那天空就是老師溫暖的懷抱，默默地擁抱着懷裏的朵朵白雲。
中午，我站在長河之邊傾聽流水。看滾滾河水，無盡奔流。我
想，那河水就是老師喜悅的淚花，默默地看着小魚兒從自己的身邊
遊過，遊向遠方。
晚上，我站在寂寥曠野凝視夜空。看繁星點點，皓月
當空。我想，那月光就是老師溫柔的眼睛，微笑地關注着
周圍的星星閃爍。
這就是老師，默默地奉獻，只有付出，不問回報，讓
紅燭燃盡。但我始終能傾聽到生命的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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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
家長教師會幹事名單
何慧敏女士

主席
副主席

胡耀宗先生

文書

黃曉穎女士

趙夢姍老師

財政

雷詠茵女士

劉鄧妙娟主任

康樂

施碧芬女士

鄭文彬老師

總務
聯絡

鄧廣健先生

劉綺麗副校長

李婉貞老師

葉詠詩女士

高嘉茵老師

家教會委員合照

梁秀慧老師

2014－2015年度家長教師會活動概覽
日期

活動

6-12-2014

「3優」性格，助孩子踏上成功之路家長講座

22-12-2014

學生聖誕聯歡會大抽獎及家教會聯歡會

8-2-2015

家教會大旅行

28-2-2015

親子歷奇日營

13-3-2015

元宵燈謎晚會

7-2015

出版第十三期會訊

4-7-2015

畢業晚宴

2014－2015年度 家長教師會 財 務 報 告
HK$

收入

支出

13-14年度盈餘

141,424.25

2014-2015年度PTA會員會費

16,380.00

興趣班暫存款

244,961.00

PTA家教會旅行暫存款

1,716.50

親子歷奇營暫存款

1,200.00

Bank interest

11.16

聖誕聯歡會禮物

6,500.00

家長講座

3,000.00

保養工程

3,600.00

元宵燈謎晚會

12,908.50

Bank charge

100.00

雜項支出

376.00

HK$

405,692.91

26,484.50
379,208.41
（截至2015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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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爸物語
一談起父親，我們可能很快就會在腦海中浮現出作家朱自清寫的《背影》這篇文章。父
親的身影出現在作者晶瑩的淚光中，使人久久不能忘懷！「父親」對作者的體貼、關懷和愛
護，使「兒子」極為感動，印象經久不忘。是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父親，每個男孩長大後都
會變成別人的父親。那我們學校的男老師們是個怎樣的父親呢？是「慈父」？還是「嚴父」？
這次家教會採訪了三位剛剛榮升做父親的男老師，他們分別是李海裕主任、馮嘉安老師和曾洵
老師，讓我們一起來看看他們是怎麼說的。
家：家教會委員 李：李海裕主任 馮：馮嘉安老師 曾：曾洵老師

家

李：我有一對龍鳳胎，一男一女，現在快三歲了。
第三名小朋友是個男孩，四個月大。
馮：我有一個三歲的小女孩，正在上幼稚園N班。
曾：我有一個小男孩，剛剛八個月大。

家

家

李
馮曾

家

李
馮曾

家

太太臨盆時，有沒有進入產房？見到嬰兒剛出
世時有甚麼感覺？
李：我太太兩胎都是剖腹生產的，我每次都有進入產
房，還拿了相機進去。太太生第一胎時，見到一
對孩子出世時，只覺得「哦，終於出來了！」。
心情亦有點沉重，因為知道責任開始了。又見到
他們有些腫腫的，又有好多毛，一點都不漂亮，
心情變得有點複雜。但太太告訴我說每個嬰兒剛
出世時都是醜醜的，有些皺皺的，像小老頭、小
老太一樣，過些日子就會變得越來越漂亮了！一
對孖胎都還挺大的，每個都有6磅多重。在生第三
胎時，因為有了第一次的經驗，所以也就沒有手忙
腳亂，不會像上次那麼緊張和害怕。
馮：我的太太是順產的，自己也入了產房。因為女兒
早產兩個星期出世，所以大家都挺害怕、挺亂
的。但心裡又充滿了期待。等到女兒出世的那
一刻，又覺得：「啊，出世了，就是這個小女生
了！」當時好感動，好感恩，又覺得好刺激。
曾：我太太是剖腹生產的，我也進入了產房。記得當時
太太住院一個鐘就開刀了，一切都好順利。等到
仔仔出世時，我和太太兩人都好感動，太太還高
興地哭了。

家

李
馮曾

會不會讓自己的小孩在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上學？
曾：我希望自己的小朋友可以在這裡學習，因為這區
學校的校網不錯，但卻怕會給學校帶來麻煩。
馮：我以前住在上水，後來為了孩子搬到火炭，因該
區的校網比較好。但現在由於沙田區校網要分點
學位給跨區的學生，競爭大了，所以就會想讓
女兒來本校讀書。當然我對本校的老師亦很有信
心，學校派位又好。
李：我較喜歡「一條龍」的學校。假如進不了這類學
校，我就會讓小孩來這裡上學，因為我很相信我
們的團隊，好有信心！

李
馮曾

李
馮曾

在家庭和工作之間如何取得平衡？
馮：我記得有一位前輩說過：工作就不歸家，歸家就
不工作。我現在在工作上盡量做得快點，然後預
留多些時間回家陪孩子和太太。同時，我也認
為個人的興趣也都要平衡。自己本身喜歡音樂，
所以現在都安排時間去學大提琴，當中感到很開
心，做回自己。我認為每人都應該發掘一些興
趣，來宣洩自己的情緒和壓力，平衡身心。
曾：未有孩子時，工作佔了我很大部份的時間。現在
回到家，見到太太忙於照顧小朋友，就會上前幫
忙。現在會比較重視家庭，希望仔仔能開心成長。
李：我會花較多的時間在工作上。太太很明白和理解
我，因此她就會多照顧小朋友和家庭。但我也明
白，照顧小朋友和家庭也都是天父交給我的責
任，所以我會盡量多抽時間陪小孩和家人。

在家中是不是一位「虎爸」?
李：我在家中是比較嚴格的。在家中始終都要有好人
及壞人的角色。因為我家的工人姐姐、我的父母
及太太，他們都是保護小孩的，所以當小朋友做錯
時，就一定要有人出來懲罰他們，做到賞罰分明。
馮：我在家中對女兒也是較嚴格的，而我的太太則比
較溫柔。但隨着孩子慢慢地長大，她也開始明白
大人說的話，所以變得越來越聽話，也相對容易
教育了。

喜歡男孩還是女孩？
李：沒所謂的。只是覺得對男孩子可以兇一點，因為
他不會放在心上；而女孩則可能會小氣一點，如
果你罵了她，或是罰了她，她就會放在心上，之
後就不理你了。
馮：我就覺得女孩會比較甜一點，貼心一點。男孩子
長大後競爭會多一點，因為始終要背起家庭的重
擔。而女孩，我只想她能平平安安長大，賢良淑
德；長大後有自己的家庭，簡單而幸褔地過生活。
曾：我自己本身是無所謂的，只是家中的長輩觀念較
傳統，較喜歡男孩。現在自己有了個兒子，就會
感到壓力小了一點，對長輩也有了一份交代。再
加上自己都喜歡運動，所以也覺得跟兒子就可多
玩點和運動有關的活動。

李
馮曾

你們覺得在家教自己的小孩和在學校裡教學
生有甚麼分別？
李：沒有分別。我在家和在學校對小朋友都是賞罰
分明，不分彼此的。
馮：一樣！如果女兒在家對人沒禮貌或是不聽話，就
會把她抱進房間，讓她冷靜，再慢慢跟她分析對
錯。在學校裡也是，如果學生有情緒，不聽話，
我也會讓他們冷靜五分鐘，再跟他們分清對錯。
還 有 ， 如 果 我 的 女 兒 犯 錯 ， 我 是 不 會用手打她
的，因為我們的手是用來愛護孩子的。
曾：我的孩子還小，所以暫時還不會犯錯，也教不了他
甚麼。而在學校，我對學生也不會用以前自己讀
書時代，老師懲罰學生的打手板方法。我會跟他
們講道理，或者罰站5分鐘，然後再哄回他們。

家

家

每位老師都先介紹一下自己的小朋友吧。

李
馮曾

想不想自己的孩子長大後當老師？
曾：看他自己的興趣了，我不會給他壓力。我會培養
他不同的興趣，讓他長大後有多點選擇。
馮：也是看她自己喜歡甚麼就讓她幹甚麼。做老師也
挺好的，是很有意義的工作！
李：看他們的興趣吧！如果他們沒有太大的興趣、沒
有使命感，那就不要教書了。如果他們想找一份人
工高，下班時間早的工作，那就要去自己創業了。

李
馮曾

常言 道 ：

母愛似水，父愛如山。如果說母愛是包容，那麼父愛就是引領。他的愛是無言的、是嚴肅的，要讓你在過後的日子裡越體會越有味，生
命一世也忘不了。從以上三位男老師的採訪中，我們都能從他們的話語和神彩飛揚中深深領會到他們初為人父的喜悅、激動和對孩子未
來的無限期待。讓我們衷心祝福這三位新手爸爸，在未來的日子裡，事業家庭雙豐收，讓他們心愛的寶貝們在愛的環境中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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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活動剪影
講座

家教會大旅行

我們邀得
主 持 「 3 十 大 傑 青    張
了 不 少 啟優 性 格 」 家 長 講 潤 衡 先 生
發。
座，得到

，但圍爐一
雖然天氣寒冷
2月 8日 那 天 ，全 消 ， 很 溫 暖 呀 ！
起燒烤，寒意

就地取材，合作

友！
我們都是好朋

砌城堡，真有創

意！

嘩！走運了，

我中獎啊！

親子歷奇日營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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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加油
，左右！加

！

大家分工合作，
運到終點了。 終於把乒乓球

保仔
我們齊集張

洞入口，準

備尋寶！。

再見母校

六甲 陳夏津

記得低年級的時候，同學們經常說：「功課這麼多，測驗考試又這麼辛苦……如果可以快點畢業就好了！」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之間，我們快要成為畢業生了！回想起這六年的小學生涯，以及當中各種美好的回
憶，我不禁淚水汪汪……
我第一天踏進這個陌生的校園時，老師和藹可親的笑容，已驅走了我的恐懼，讓我鼓起勇氣，對這個新校園
充滿期待。老師們不但使我學習到很多知識，還教導了我許多人生道理。當我們有過錯的時候，老師們會語重心
長地提醒我們；當我們有困難的時候，老師們也會協助我們度過難關。老師們悉心栽培我，使我茁壯成長。老師
亦給了我很多很多的機會參加不同的活動和比賽，讓我能在不同方面發揮潛能。
記得老師在領袖訓練課程中，教導了我怎樣解決爭執和做一個出色的領袖；在田徑訓練中，教導了我運動對
健康人生有多重要，培養了我的體育精神。但最重要的道理是：贏輸並不重要，重點是過程中所學習到的。我在
老師身上獲益良多，我真是十分感激他們！
至於友誼方面，我必定會十分掛念所有的小學同學。這一班從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升中後相信都會各散東
西；這一班從一年級開始一起上課的好同學，升中後恐怕不能再見面。一些和朋友們共處的畫面不斷浮現在我眼
前……我們小息時一起談天，考試前一起溫習，假期時一起玩耍，美好的回憶數之不盡！我一定要好好珍惜這些
友誼！
當畢業的一天愈來愈接近，懷緬之情便愈來愈深。學校中的許多事物我都會非常捨不得呢！我會懷念小花園
裏同學們玩足球時機時的歡呼聲，我會懷念走廊的盆栽散發出的香味，我會懷念老師在講課時的聲音。畢業後，
我期待參與元宵燈謎晚會或其他大型學校活動，因為那些活動就像團結一個大家庭一樣！
現在，我要忍着淚跟孕育了我六年的母校說再見。雖然學校裏所有的事物我都不能帶走，但學校中的美
好回憶，都會永遠留在我的心中。這些美好的回憶，即使我離開了學校一百年，也不會忘記。謝謝你！我的母
校   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

六乙 林曉榆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我由一位無知的小女孩，變成了一位思想成熟的六年級學生了。這六年
來，老師們、同學們和我一起經歷了甜、酸、苦、辣。現在，我們將要離別了，我的思緒起了變化，我真的想和
所有同學升上同一所中學。
回想起六年前的「小一迎生日」，我戰戰兢兢地踏進這所陌生的學校。陌生的走廊，陌生的課室，陌生的洗
手間，陌生的小花園……。幸好，老師不厭其煩，耐心地協助我盡快適應小學生活。慢慢地，我這個黃毛丫頭很
快認識了不少好同學，漸漸地，我們成為了好朋友。每當我踏進校園，操場的右手邊，是小花園，是屬於我們的
小花園。每當小息、午休，小花園的花草已經露出笑靨，低年級同學最愛跟聖母媽媽談天，高年級的女同學最愛
圍在這棵有數十年歷史的細葉榕傾吐心事，男同學興奮地玩足球機，那歡聲笑語充塞着整個校園。
最初，我只是白紙一張，是和藹可親的老師在我這白紙上繪畫、塗色，讓我的校園生活添上了色彩，我衷心
感激老師對我的栽培！六年級初階段，我們要面對呈分試和中學面試，大家都感到很辛苦，老師卻在背後默默地
鞭策、支持、鼓勵我們，老師教導我們如何分配作息時間，他們更犧牲午休、空課節的時間來為我們進行面試練
習，這一切，我們都送上由衷的感激！
老師不時語重心長地說我們是社會未來的棟樑，要虛心學習，將來貢獻社會，造福人群。一個半月後，小學
的生涯也正式劃上句號，但不代表結束，而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
我一定會好好珍惜和老師、同學相處的時刻，我希望時間能停在這裏，我不想離開這熟悉的環境，我明白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所以只能帶着不捨，跟多年照顧我的老師和同學說再見！大家各奔前程，振翅高飛，邁
向人生另一個旅程。我很感謝老師這六年對我的呵護和循循善誘的教導，給了我學習、比賽和獲獎的機會，豐富
了我六年的小學生活，讓我的生命活潑起來，使我畢生受用，畢生難忘！
母校，再見了！

六丙 湯或生
那天早上，我首次踏入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在那兒開展了愉快的學習生活。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如今我
已六年級了，剩下不到三個月就要升上中學了。如果你問我，「你對要離開母校有甚麼心情？」答案當然是難捨
難離。
這六年小學生涯轉眼之間就接近尾聲了。在這六年中，我對母校的栽培感激萬分，因為她使我由一顆小種子
變成一朵燦爛的花朵；我對老師的教誨銘記於心，因為他們令我學會了不少人生道理；我對和一大班同學相處的
美好時光感到依依不捨，因為我們一起經歷了愉快的六年。
這段日子中，我經歷了許多美好的時光，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五年級時，有一次，我和同學在玩足球
機，我使勁地把球「踢」出，竟然「爆籠」，入球了！我高興得跳起來呢！還有一次，我讀四年級時，一天下
午，我親眼看見一個排球從操場打進小花園的垃圾桶裏，我簡直樂不可支，差點笑倒在地上！我從沒見過打排球
可打得這麼準呢！
可是，歲月無聲，我很快就要接過畢業證書，踏出學校大門，我現在真是百感交集……。中西區聖安多尼學
校，我的母校，感謝您！因為您，我才能擁有這麼多姿多彩的小學生活。我的母校，再見了！我會時常回來探望
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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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bye my school
6A Hazen Paige Augusta
Six years have gone by so fast. I will definitely miss my primary school a lot! I will miss my teachers,
my classmates and all the good friends I have made over the years. I will never forget all the happy
moments I had with them!
I am so grateful to my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for organizing so many interesting activities for me and
my classmates, for example, the Singapore study tour, the sixth grade camp and the science week. Not
only did we acquire a lot of knowledge through these activities, but we also learned how to get along with
other classmates. In these activities, we shared many laughters and unforgettable moments.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se happy times and fun activities!
I am also extremely thankful to my teachers because they taught me many things that I know I will
remember all my life. They taught me how to behave politely. They passed on their knowledge. They
taught me how to get through hard times. They were there to console me when I was upset. They were
there to congratulate me when I was successful. And mo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teachers for the
opportunities they have given me. Because of them, I have been able to take part in all kinds of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and be exposed to a wide variety of experiences.
In the future, I will work even harder and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I will not disappoint my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I hope I will be able to meet many good friends and have many good
teachers in my new secondary school! Even though I look forward to my new secondary school life, I
will never forget all the wonderful memories and experiences my primary school gave me.

6B So Shing Mei, Kitty
Time flies. I am going to a new secondary school in September, but I will never forget my primary
school. I have had a great and interesting school life and good memories in this school.
I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when I entered this school. I was nervous because I did not know anyone. I
wanted to cry and I really wanted to leave. However in Primary 2, I made a lot of friends. We always played
and painted pictures happily together. Now we all go to school with bright smiles. I am glad to have these
generous and cheerful friends.
During these six years, I really wanted to thank all the teachers. They are the most patient teachers
in the world. They always answer my questions even if sometimes I have already asked them a few times.
Besides, I want to thank my helpful and amusing classmates. They always tell jokes to make me laugh.
They do not give up easily when they face any problems. They are optimistic and tough.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to my friends,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Thank you, teachers. Thanks for
your teaching. I will never forget what you taught me. Thank you, my friends. Thanks for always standing by
me. Thanks for your jokes that make me happy every day even when I am upset. Good luck in Secondary 1.
I will never forget anything from my primary school wherever I am.

6C Tai Wing Yan, Angel
I am delighted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our principal and all the teachers, who have spent lots of time
to teach us in these six years.
I remember the time when I started to study in this school. I had few friends and the environment was
totally new to me. However, as time went by, all of us made many friends and we treated this place as our
second home. We will not forget the happiness and sadness we shared together in these six years.
I really treasure the time studying in this school because all of us grew up here, from a little kid to a
prospectiv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Thanks to our teachers. They always tolerate our silly behaviour
and are passionate to help us achieve our potentials and build up our strengths through different kinds of
activities.
All of us will definitely try our best to continue to learn,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our society when we
become teen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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