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安當小學
家長教師會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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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義班  

張潁敏家長 鄧小萍

　　轉眼間又一年
了，多年來在家教
會內所汲取的知識
真是有增無減，所

擁有的比在工作及生活中更豐富，更多姿多采，例
如：增加了學校與家長間的聯繫、老師與家長間的
溝通機會、家長間有關管教子女的心得分享等。

　　近年，有更多的家長加入義工行列，付出自己
的寶貴時間，盡心盡力地為學校、為小朋友獻出愛
心及關懷，在此本人衷心感謝大家的無私奉獻，並
祝願所有為人父母者永遠開心快樂。

五信班  

鄧欣桐家長 

李綺雲

　　快十一歲
的女兒開始踏
入青春期，亦
剛踏進反叛期
的階段，作為

家長的我常為此事而煩惱，幸運地女兒遇到一
位很好的班主任，在問題未加深時便得到舒
緩。能夠遇到一位好老師是學生的福氣，而我
深信聖安當小學的學生都會擁有這份福氣，因
學校真的有很多盡責的好老師。

第十屆常務委員會

職位 教師委員 家長委員 就讀子女姓名(班別)
顧問 羅偉國校長 　

主席 　 鄧小萍 張潁敏(五義)

副主席 王伊芬副校長 李綺雲 鄧欣桐(五信)

文書 馮國麗主任 林輝煌 林海琪(三義)

林開心(二智)

　 　 張志雄 張寶婷(四義)

司庫 許雪怡主任 周玉霞 梁詠琪(六智)

康樂 劉國權老師 張  璟 彭若桐(三仁)

　 黃靜榕老師 冼美鳳 冼卓敏(五仁)

冼卓雅(四智)

林素琼老師

聯絡 吳鳳霞老師 王碧君 曾敏翹(畢業)

　 周豔妮老師 李彩萍 譚嘉朗(四忠)

總務 李妙琼老師 蔡燕英 吳凱欣(六仁)

　 朱慧蘭老師 林淑華 胡詠心(五禮)

　 樊偉德 樊穎琳(四禮)

　 　 羅寶嬌 張礎琳(四禮)

家長代表

校政執行委員會 鄧小萍女士    李綺雲女士

午膳服務招標及監察委員會 林輝煌先生    李彩萍女士

校車服務招標及監察委員會 張志雄先生    樊偉德先生

校服服務招標及監察委員會 張  璟女士    冼美鳳女士

書簿服務招標及監察委員會 鄧小萍女士    蔡燕英女士

08-09年度六年級畢業典禮

副主席的話

重要資訊
『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
員』選舉即將於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舉行，請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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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主席任頒獎嘉賓



家長教師會財務報告
收入 HK$

1
收小三、小四毛筆基礎入門書法班報名費

($400x11人)
 4,400.00 

2
收小型網球班報名費

($240x33人)
 7,920.00 

3
收武術班報名費

($240x35人、$220x1人、$160x1人)
 8,780.00 

4
收小一、小二毛筆基礎入門書法班報名費

($400x23人)
 9,200.00 

5
收親子旅行費用

(成人:391人x$130、2歲以下:6人x$40)
 51,070.00 

6
收2009-2010年度會費

(833人x$10)
 8,330.00 

7
收元宵燒烤大會費用

(378人x$50)
 18,900.00 

8
收家校合作活動(二)-復活節親子歡樂日營費用

(164人x$65)
 10,660.00 

9
收政府09/10'{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撥款家教會經常津貼
 4,125.00 

10
收政府09/10'{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撥款家校合作活動(一)
 2,700.00 

11
收政府09/10'{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撥款家校合作活動(二)
 2,700.00 

支出 HK$

1
#065949-065952[09-10武術班報名費

(第一至四期)$770x4期]
 3,080.00 

2
#065953-#065958[09-10小型網球班報名費

(第一至六期)[$840x6期]
 5,040.00 

3
#065959-敬師日禮物

(汽水時鐘70個x$8)(鄧小萍代付)
 560.00 

4
#065960-印刷文具費

(帳簿及現金簿各1本)
 46.00 

5
#065961-退回小型綱球班費用

(8堂x$20)(4B吳卓南家長唐詩雅)
 160.00 

6 #065962-繳付親子旅行訂金(逸進旅遊有限公司)  12,000.00 

7 #065963-繳付親子旅行餘下團費(逸進旅遊有限公司)  39,760.00 

8
#065964-支付小一至小四毛筆書法班導師費(第二期)

(姚永春先生)
 6,300.00 

9
#065965-親子旅行禮物(書券$10x100張)

(鄧小萍代付)
 1,000.00 

10
#065966-花籃1個致送給中華無原罪聖母女修會辦學

50周年慶典(瓊苑花店)
 500.00 

11 #065967-燒烤大會抽獎禮物1批(文具)(鄧小萍代付)  467.00 

12
#065968-A4橫紋剛古紙1包(印家長義工感謝狀及獎狀)

(HT PAPER COMPANY)
 260.00 

13 #065969-燒烤大會未能中籤者退款(133人x$50)  6,650.00 

14
#065970-燒烤大會燒烤用品及食物一批

(現金支付大尾篤燒烤王)
 15,316.00 

15
#065971-燒烤大會抽獎禮物

(書券$10x50張)(鄧小萍代付)
 500.00 

16
#065972-燒烤大會用品一批

(垃圾袋、枱布、保鮮袋、麵包及水)(胡舒茵代付)
 763.20 

17
#065973-家校合作活動(二)-復活節親子歡樂日營營費

(成人70人x$26,小童130人x$13)
 3,510.00 

18
#065974-家校合作活動(二)-

復活節親子歡樂日營午膳費用($25x170人)
 4,250.00 

19 #065975-家校合作活動(二)-復活節親子歡樂日營來回車費  2,950.00 

103,112.20 

承上年度2008-2009年餘款 17,803.08 

本月結餘(30/04/10) 25,672.80 

餘款轉接下月1/5/10 43,475.88 

***預繳報名費-康文署     - 

銀行月結單30/04/2010 41,150.88 

             41,150.88 

活動報告
日期 活動名稱

9/2009-6/2010 小型網球興趣班

9/2009-6/2010 武術興趣班

9/2009-5/2010 小一、小二毛筆書法興趣班

10/2009-6/2010 小三、小四毛筆書法興趣班

24-10-2009 家長義工小組聚會(愛心行動~探訪長者中心)

04-11-2009 招募

「檢查手冊及指導功課」家長義工、「檢疫工作」家長義工、「攝影」家長義工

「圖書館工作(協助借還及整理圖書、製作壁佈、字咭、過膠、釘裝等)」家長義工

「中樂班助理(看管學生練琴情況)」、「P.5及P.6義工服務學習(小組導師)」家長義工

「秋季旅行(協助健康餐盒設計比賽活動及低年級協助班主任領隊)」家長義工

「聖誕聯歡會節目籌備工作人員」、「聖誕聯歡會節目當天工作人員」

「華服日籌備工作人員」、「華服日當天工作人員」、「大匯演節目籌備工作人員」

「畢業典禮節目籌備工作人員」、「畢業典禮節目當天工作人員」、「中文輸入法導師」

「中國書法班導師」、「電腦程式編寫工作人員」、「電腦繪畫工作人員」

「故事特工隊(經訓練後為P.1講故事)」家長義工、「聖誕節校園佈置」家長義工

「校務工作(製作壁佈、教具、釘通告)」家長義工、「珍草廊園藝工作」家長義工

06-12-2009 親子旅行(濕地一天遊)

23-01-2010 家長義工小組聚會(親子賀年花燈掛飾製作)

27-02-2010 家長義工小組聚會(親子甜蜜相架製作)

27-02-2010 第十屆會員大會暨元宵燒烤大會

27-03-2010 家長義工小組聚會(彩麗皮鬱金香花製作)

10-04-2010 復活節親子歡樂日營(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17-04-2010 家長義工小組聚會(親子許願樹製作)



小一迎新日 家教會開會情況

親子旅行-濕地一天遊



第十屆會員大會暨元宵燒烤大會



復活節親子歡樂日營
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家長義工小組聚會
愛心行動

探訪長者中心
親子賀年花燈掛飾製作

親子甜蜜相架製作

彩麗皮鬱金香花製作 親子許願樹製作

家長義工佈置校園



興趣班
武術

書法 網球

六仁班  吳凱欣家長   蔡燕英

　　物質當然不能夠代替關懷，很可惜，我們都活

在一個充滿物質誘惑、感覺舒適、心靈遲鈍的社

會，如何栽培子女成為一株高潔的蓮花，出於污泥

而不染？

　　父母要溫柔忍耐，又要具有超越孩子的知識和

智慧，亦師亦友。父母也是凡人，不能脫離物質膨

脹的社會誘惑，暑天在家中開電風扇，不開冷氣，

準會把人笑破肚皮，孩子這麼嬌嫩，抵不起冷熱，

吃不起操勞，飯來張口，煲電話粥，發白日夢，如

何叫孩子可以離開物質誘惑？如何相信金錢乃是身

外物？

　　因此，倘若父母不願見到子女只貪圖物質或只

顧吃喝玩樂，便應改變一下家庭生活的模式。父母

更應作出一些犧牲，多抽時間陪伴子女一起參與活

動，諸如行山、游泳、打球，讓子女獲得磨練的機

會。父母也可以考慮多逛圖書館，與子女一起閱讀

一些益智而健康的讀物。

　　為人父母實在是艱鉅的「希望工程」，勿氣

餒，勿喪志，彼此祝福。

　　小女的小學生活快將結束，我真的很感激曾經

幫助小女解決困難的各位老師、社工等。

　　我深信只要大家繼續努力！明天必會更好！

三義班  林海琪  二智班  林開心家長  林輝煌

　　本人參加家教會已經快到三年任期

屆滿，在這段時間內，本人對學校的運

作加深了解和認識，但可惜本人有多份

義務工作在手，經常無法抽身出席家

教會會議，本人對此深感抱歉。由於現

時大部份委員都是家庭主婦，時間比較

容易安排，因此大部份會議都在日間舉

行，為此本人已經缺席多次會議，失去

了做委員的意義。

　　在此本人呼籲各位家長，如果有意

參選下屆常務委員會，成為委員，請考

慮自己的時間安排及願意付出多少？期望各位能成為一個出色及

負責任的好委員，協助學校方一起管理學校，讓學生能渡過愉快

的校園生活。

四禮班  樊穎琳家長  樊偉德

Hello！又係我呀！不經不覺

加入家教會已差不多兩年了。

在這些日子裏，我感到很開

心，因有些家長會向我提出一

些對校方的意見，我會即時向

校方反映，而校方獲悉後亦作

出跟進，這個過程令我有更多

的得着，使我更肯定家校合作

的重要性。最後希望來年會有

更多家長加入家教會，為學校出一分力。 

家長心聲



劉國權老師

　　回顧過去兩年，家長教師會的康樂組，舉行了兩次的「家長教師會，親子一天

遊」、三期的「毛筆書法、小型網球及武術興趣班」。同時，製作了多項璧佈板，提供

最新消息及分享活動花絮。

　　在此，我們三位康樂組的教師委員【林素琼老師、黃靜榕老師和本人】及兩位康樂

組的家長委員【彭若桐媽媽(張璟女士)、冼卓敏和冼卓雅媽媽(洗美鳳女士)】，十分感

謝各老師、家長、同學的協助，使我們可以順利舉行及製作以上多項有益身心的親子活

動。

　　轉眼間，第十屆家長教師會的兩年任期又即將完結。本人期望透過以上的活動，增

加老師、家長及學生之間的感情溝通，令彼此互相信任、互相體諒、互相關愛。在融洽

的環境下，為社會培育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下學年，康樂組將會為第十屆的家教會，舉行最後一期的「毛筆書法」、「小型網

球」及「武術興趣班」，希望各位家長及同學繼續踴躍參加，為子女提供更多有益身心

的課餘活動，因為「有你的參與及支持，家校合作的能量才會更有energy」。

親子旅行
元宵燒烤會
興趣班
親子日營

家長義工招募
家長義工小組聚會

優質暑期計劃
各位家長：
　　大家好！時間像箭一樣飛快地過去，炎炎的暑假又到了！
有教育團體進行了一項網上問卷調查以探討香港學生於暑假期間的生活習慣，結果顯示：接近三成
認為做運動、參加訓練營及做義工是暑假時最有意義的活動；但事實是學生花最多時間的卻是上網
及玩電子遊戲機。
　　如果你希望孩子們可以善渡暑假，現在便要開始計劃了，別讓孩子學習的最好時機白白溜走
啊！
    各位家長，孩子的暑期活動是如何計劃的？以下因素是你要考慮的嗎？

1.今年的活動目標:鍛鍊體能？發展潛能？改善學習能力？體驗生活？增進親子感情？
　　　　　　　　　適應群體生活？增廣見聞？
2.活動頻次：每天？每周數天？周六或周日？
3.活動類型：自行籌備？屋村活動？社區活動？
4.費用：父母一力承擔？子女須付全費？父母與子女共同負擔費用？
5.決定活動的過程：父母「主編」？子女作主？父母與子女一同商議？
  
暑期活動其實不只是活動，它隨時可以讓孩子增廣見聞，提昇技能的好機會，以下的點子可會幫到您？

優質暑期計劃八大綱領
1.與子女共同計劃： 
　　　父母要了解子女的興趣和需要，並要向子女說明自己的要求，事前約法三章。
2.活動宜多樣化：  
　　　讓子女選擇一些趣味性較高的活動，例如扭波波、變變小魔術。體育及戶外活動與閱讀及改

善學習的活動等項目應平均分配。 
3.讓子女多點休息： 
　　　暑期活動不宜過份緊湊，活動間須有空隙，使孩子有足夠休息時間。
4.動靜活動相間：  
　　　每天活動應該有動有靜，不宜將體力活動或學習活動集中在某一段時間，令子女感到太疲累

或太沉悶。
5.抽時間跟子女進行暑期活動： 
　　　全家人帶著輕鬆心情在暑假安排旅遊或本港一日遊是最好的親子活動。
6.每月安排不多於一項大型活動： 
　　　讓子女們集中進行某種活動，能使他們有足夠時間休息和準備。
7.要作取捨： 
　　　父母應避免把子女的時間表安排得太密，所以若為要追趕下一場而需要早退上一場活動時，

父母便要作出明智的選擇了。
8.開學前夕收拾心情： 
　　　在開學前一星期，要開始節制子女參與的活動，協助子女收拾心情，恢復上學時的作息時間。

學生支援及輔導主任
馮國麗主任

節目預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