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徽寓意
會徽兩旁是一對強而有
力的手，左面代表教師、右面代
表家長，兩者同心合力保護著中央
的小樹苗—學生；下面是一本書，
代表學習和學校。整個圖像寓意家長
和教師是伙伴關係，共同為下一
代勞心勞力，讓同學在肥沃的
土壤裏扎根和茁壯成長。

地址：九龍油塘道壹號

電話：2348 4283

傳真：2349 6371

網址：http://www.saps.edu.hk

電郵：sapspta@yahoo.com.hk

六義 張寶婷家長 張志雄先生
  

我參與了家長教師會委員工作幾年，最近才發現自己真是獲益良多，因為在家校工作的
過程中，認識了很多良師益友，讓我的生命更加充實。透過瞭解學校、老師和朋輩家長們在品
德及學業方面教導學生的方針和理念，令我有很多的啟發，讓我知道應如何去陪伴孩
子一起成長。十分感謝各位教職員及其他家長委員的協助，令我漸漸掌握家長教師會
的工作。更要多謝家長義工團隊們，你們積極和熱心的支持，給我無限的動力。
   在餘下的任期裡，我會繼續秉承「家校合作」的理念，鞏固家長教師會作為
家校溝通和聯繫的角色，並會為下一屆家長教師會的交接做準備。「家校合作」
十分需要你們的支持和參與，更需要你們協助持續發展，雖然未必會開花結果，
但我深信明天一定會更好。
   祝願
   聖安當小學 前程錦繡 桃李滿門
   各位家長和教職員 工作愉快 身心康泰
   各位同學 生活愉快 學業進步

「家長教師會」第十一屆常務委員會
職位
顧問
主席
副主席
文書
司庫
康樂

聯絡
總務

教師委員
羅偉國校長

家長委員

張志雄先生
張寶婷(六義)
陳世昌副校長 樊偉德先生
樊穎敏(六禮)
馮國麗主任
林輝煌先生 林海琪(五仁)、林開心(四智)
李綺雲女士 鄧欣桐(畢業)
許雪怡主任
鄧小萍女士
張潁敏(畢業)
劉國權老師
張  璟女士
彭若桐(五智)
黃靜榕老師
周熱晶女士
談楚鈺(三義)
莫珮詩老師
吳鳳霞老師
冼美鳳女士 冼卓敏(畢業)、冼卓雅(六智)
梁靜儀老師
陳健兒女士 麥詠恩(六仁)、麥詠琳(一義)
李妙琼老師
李彩萍女士
譚嘉朗(六忠)
朱慧蘭老師
羅寶嬌女士
張礎琳(六禮)

校政執行委員會
午膳服務招標及監察委員會
校車服務招標及監察委員會
校服服務招標及監察委員會
書簿服務招標及監察委員會

六禮 樊穎敏家長 樊偉德先生

就讀子女姓名(班別)

家長代表
張志雄先生 樊偉德先生
李彩萍女士 周熱晶女士
樊偉德先生 張 璟女士
林輝煌先生 陳健兒女士
冼美鳳女士 羅寶嬌女士

   六年小學生活，眨眼就過，我相信大部份家長和小朋友，都經
歷過開心、傷心、興奮、自信、洩氣、滿懷期望、失望。但無論如
何小朋友即將畢業，開展人生新的階段。在此有一篇名人勵志格言
想與你們分享：
「如果你不能成為山頂上的高松，那就當棵山谷裡的小樹吧，
但是要當棵溪邊最好的小樹。如果你不能成為一棵大樹，
那就當一叢小灌木；如果你不能成為一叢小灌木，
那就當一片小草地。」
「如果不能是一隻麝香鹿，那就當一尾小鱸魚，
但要當湖裡最活潑的小鱸魚。」
「我們不能全是船長，必須有人當水手，
這裡有許多事讓我們去做，有大事，
有小事，但最重要的是我們身旁的事。」
「如果你不能成為大道，那就當一條小路；
如果你不能成為太陽，那就當一顆星星。
決定成敗的不是你尺寸的大小，
而在做一個最好的你。」
   期望每位小朋友勇敢地接受新的挑
戰，你們的父母一定在背後支持你們的。

編輯小組：顧問：羅偉國校長

統籌：梁偉文主任

本期編輯：李妙琼老師

朱慧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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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媽媽工作坊
水仙花栽種班

敬師日禮品製作小組
環保校服派發日

奇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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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師日

20-9-2011
(一至二年級)

9-9-2011
(家長也敬師)

22-9-2011
(五至六年級)

21-9-2011
(三至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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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桃牌麵廠
元朗百鳥塔公園

錦上路
跳蚤市場

綠田園

5

武術班

民俗舞依
網球班
6

四智 林開心 五仁 林海琪家長 林輝煌先生
四仁班 學生王錦樘爺爺
育苗
在相同的氣候，不同的土壤裏所育的苗，是好是壞，相對來講是
有些區別。為什麼有些人育的苗可成才？但有些人育的苗曲不成才？
請大家想一想，分析一下原因存在那裏？是認真，細緻的培育！還是
馬馬虎虎地應付？所得的結果完全不同。
油塘有幾間小學，據許多家長反映：「聖安當小學教師對學生的
功課要求特別嚴格，學生頗有功課壓力。」相反地說明在羅校長的領
導之下，全體教師共同努力，認真細緻的培育，加上有家長教師會張
志雄會長協助下，為培育香港有用的人才，而日以繼夜辛勤忘我的努
力分不開，也值得聖安當全體師生的驕傲和自豪！更有天主教修女用
神的話語，日夜禱告，有神的帶領才有聖安當小學的今天！

一義班麥詠琳、六仁班麥詠恩家長 陳健兒女士
人生啟迪
以下是本人於紅十字會捐血站時所看到的一段文章，現與大家
分享，摘錄如下：
三個鍋裡熱水沸騰，分別煮著紅蘿蔔、帶殼雞蛋、磨碎的咖啡
豆，假設燒得滾燙的開水是人生的磨難，而這三樣東西比喻不同的
人，有的人像紅蘿蔔，本來堅強硬淨，經「開水」一折騰，從此軟
弱了，失去了鬥志。
有的人像雞蛋，本來內柔外剛，但被「開水」折磨之後，整個
硬化，從此鐵著心，帶着一肚子憤恨做人。
可是，有一種人，不但沒給「熬」得
一蹶不振，也沒被「燒」成鐵石心腸，
他就像咖啡豆，反而有能耐讓自己化解
於苦難之中，把煎熬着他的「開水」變
成濃郁的咖啡，香味四溢，令人心神振奮！

2011年至2012年度

時間過得很快，兩年又兩年，我指是本人參加家教會的工作已經
有四年時間 ，因每兩年改選一次。現在我的女兒下年度升上五、六
年級，留在學校的時間已經很少。在參予家教會的工作內，雖然要付
出一些時間，但從中也可以學到一些有用的知識，
例如人際關係、學校的運作、開會的技巧、還
有招標的程序等等 。因此本人在此大力呼
籲各位家長積極加入家教會工作，特別是
小一、小二年級的家長，因為你們有機會
做多幾屆委員，對於學校的運作就更加容
易掌握 。

六仁班 黃葆澄家長 張燕琪女士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路，
   就是到老也不偏離。」
   (聖經 箴言二十章6節)
短短六年小學的階段，轉眼將要過
去。我和孩子(葆澄)能夠在小學裏分別
一同學習(家長學堂)、一同去服務別人
(家長義工)，實在非常有意義。
作為父母，孩子每一個成長階段都是很重
要的。我認為教養孩子不但在知識上，更要在生活上有好的榜樣，
所以我時常與孩子分享當義工的樂趣，讓她們學習「施比受更為
有福」的道理。此外，我能夠陪伴着孩子成長，建立一個親密的關
係，有助了解她們所面對的問題、開心的事情等等。而我當上家長
義工後，確令我和孩子間有更多的話題，建立彼此間的溝通渠道。
我很感謝羅校長、各位老師在這六年裏，一直陪伴着葆澄成
長。多謝你們悉心的教導和愛護，讓她有數之不盡的美好回憶。
最後我祝願校長、各位老師，工友和同學能夠在天主的保守
裏，愉快工作和學習，並繼續培育出更多品學兼優的學生。

家長教師會財務報告

收入
支出
		
HK$		
HK$
1
收武術班報名費($240x20人)	 4,800.00 	
1
#537901-537902[11-12"武術班報名費(第一至二期)$875x2期]	 1,750.00
2
收小型網球班報名費($240x10人)	 2,400.00 	
2
#537903-537905[11-12"小型網球班報名費(第一至三期)[$960x3期]	 2,880.00
3
收小三至小六基礎入門書法班報名費($400x6人)	 2,400.00 	
3
#537906-敬師日禮物-水果2箱(吳波記)	 520.00
4
收親子旅行團費(成人x229人及2歲以下x6人)	 30,010.00 	
4
#537907-「文具」現金賬及分類賬簿各1本(HT PAPER COMPANY)	 53.00
5
*重入親子旅行團費彈票(#363611-$260)	 260.00 	
5
#537908-保鮮袋2卷(包裝環保校服派發給學生)(張志雄代付)	 26.00
6
親子旅行(逸進旅遊有限公司折扣優惠先退回團費$1000)	 1,000.00 	
6
#537909-「文具」顏色圖畫紙5張--造敬師咭(張志雄代付)	 20.00
7
收政府11/12'{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4,418.00 	
7
#537910-9/2011敬師日禮物-牙簽筒77個及梨(補購水果)(張志雄代付)	 619.00
		
撥款家教會經常津貼 		
8
#537911-家教會郵寄掛號信1封到社團事務處更改家教會委員名單(胡舒茵代付)	 15.20
8
收政府11/12'{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5,000.00 	
9
#537912-「文具」磁貼8張-造家教會資料版(張志雄代付)	 84.00
		
撥款家校合作活動(一) 		
10
#537913-窗簾(橫碼及則碼)家長資源中心小型裝修用(張志雄代付)	 60.00
9
收政府11/12'{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5,000.00 	 11
*親子旅行團費彈票(#363611-$260)	 260.00
		
撥款家校合作活動(二) 		
12
#537914-繳付親子旅行團費(逸進旅遊有限公司)	 29,740.00
10
收政府11/12'{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10,000.00 	 13
#537915-親子旅行-抽獎禮物「禮券120張x$10」(黃靜榕老師代支)	 1,200.00
		
合辦家校合作活動計劃津貼 		
14
#537916-支付小三至小六毛筆書法班導師費(上學期)(姚永春先生)	 2,100.00
11
收元宵燒烤大會費用(225人x$80)	 18,000.00 	 15
#537917-537918[11-12"下學期武術班報名費(第一至二期)$875x2期]	 1,750.00
12
收2011-2012年度會費(807人x$20)	 16,140.00 	 16 #537919-537921-[11-12"下學期小型網球班報名費(第一至三期)[$960x3期]	 2,880.00
13
收家校合作活動(二)復活節親子歡樂日營費用	 10,910.00 	 17
#537922-連續6年獲關愛校園獎Banner1幅(雅軒)	 1,780.00
		
(成人x101人及3-13歲小童x97人) 		
18
#537923-家校合作活動(二)復活節親子日營營費-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3,900.00
			
110,338.00	 	
(成人x120人、3-13歲x60人)
				
19
#537924-微波爐2個(畢業禮送贈老師禮物)[李秀英代支]	 1,376.00
				
20
#537925-元宵燒烤大會-燒烤食物及用品1批(許雪怡主任代支)	 15,411.00
				
21
#537926-元宵燒烤大會-燒烤食物及飲品1批(胡舒茵代支)	 1,507.50
				
22
#537927-元宵燒烤大會-燒烤用品1批(胡舒茵代支)	 218.30
				
23
#537928-元宵燒烤大會-取豆腐花及送回豆腐花桶車費(來回)(胡舒茵代支)	 57.00
				
24
#537929-元宵燒烤大會-Bingo遊戲咭及禮物(麥當勞券$10x100張)
1,129.00
					
[梁靜怡老師代支]  
				
25
#537930-元宵燒烤大會-燒烤食物(胡舒茵代支)	 24.00
				
26
#537931-家校合作活動(二)復活節親子營-保險費用(200人x$2.5)
500.00
					
[聯誠保險代理有限公司]
				
27
#537932-家校合作活動(二)復活節親子營-膳食費用(200人x$27)[曹公潭餐廳]	 5,400.00
				
28
#537933-家校合作活動(二)復活節親子日營營費-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260.00
					
(後加人數:3-13歲x20人)
	 					
75,520.00
					
承上年度2010-2011年餘款	 25,349.98
***預繳報名費-康文署                             					
本月結餘(30/4/2012')
34,818.00
    銀行月結單30/4/2012
60,167.98
					
餘款轉接下月1/5/12'	 60,167.98
	 60,16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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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家長：
   大家好！暑期又到了！有沒有想過好好利用今年的暑假
增進親子之間的感情？那麼，你的孩子平日樂於和你們交談嗎？
相信大家都明白交談的重點在於溝通，而溝通的目的在於增進了
解，培養感情以及建立彼此良好的關係，不如先讓大家想想自己
與子女溝通的情況吧！
1. 每天有多少時間與子女傾談？
2. 與子女傾談的內容是甚麼？
(是否大部分是學校的功課和成績？有否閒談？)
3. 大部分時間傾談的氣氛怎樣？ (愉快輕鬆、緊張、對抗……)
4. 通常用甚麼方式與子女溝通？(面談、寫字條、通電話……)
5. 最近一次的家庭活動是甚麼時候？
   如果你想增強與子女的交流，不妨試試以下的建議。

親子心得：

1. 溝通質量要並重
•每天安排時間與子女談天，用心聆聽他們的心事和需要；你們
		 付出的時間會為你們帶來緊密的關係。
•雙職父母可爭取時間處理每天瑣碎但重要的事情，如簽家長通告、
		 給予零用錢等，並利用這段時間多了解他們的生活。
•如面對面的時間不多，嘗試利用寫字條、打電話等與子女保持溝通。
• 假日時儘量安排一家人的活動。

2. 溝通態度要適當
• 鼓勵及給予子女空間表達自己，不要急於教導。
• 交談時要坦誠開放，彼此直接說出要求。
• 切記批評之外，要著重讚賞。
3. 溝通方法要靈活
• 親子溝通要有彈性，既可說道理，談嚴肅事情；也可說
笑，發揮幽默「攪笑」的本能，話題可多元化，從說笑嬉
戲，到生活小節至待人接物各問題等，亦可交流。
•留意子女在不同成長階段的身心變化及需要，配
			
合這些改變，發展一些彼此均可接受的溝通方
法和態度。

孩子的成長期轉眼即
逝，我們應抓緊時間去做
他們的明燈及指導者，勿
讓他們錯誤尋求支援，誤
入歧途。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09/2011-12/2011
武術興趣班(P.1-P.2)
9/2011-12/2011
小型網球興趣班(P.3-P.4)
26/09/2011至07/10/2011
環保校服申領服務
04-12-2011
家教會親子旅行(元朗綠田園親子一天遊)
2/2012-6/2012
小型網球興趣班(P.3-P.4)
2/2012-5/2012
武術興趣班(P.1-P.2)
11-02-2012
第十一屆常務委員會就職典禮暨元宵燒烤大會
01-04-2012
復活節親子歡樂日營(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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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及輔導主任
馮國麗

雅軒設計23655628

活動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