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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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家長教師會不經不覺已是第八屆了，它對學校的貢獻，是絕對
可以肯定的。感謝說不盡，感受說不清，借此機會向現屆委員和義工致以衷
心謝意。
 因為有你們的協助，加強了我們和家長的溝通，消解了不少誤會，解決了不少的
問題，提出了不少建設性的意見，更為同學們提供了不少的服務。
 過去一年，由籌備全日制各項新措施開始，委員即積極參與校車招標、校褸設計
和午膳的招標籌備工作，並為學生安排各類的興趣班；家長義工每天都出現在校園裏，
協助借還圖書、看管全日制課餘興趣組和負責點名等；而從一月開始，家長義工們更組
織功課輔導組，義務為部份全日制的同學在課後補課，這一切為學生所作的犧牲和對學
校的支援，實在感激。
 新年伊始，展望未來，家校繼續並肩携手，有更多的家長能積極參與委員會和義
工的行列，為同學們的成長同心奮進。

羅偉國校長

親愛家長和同學們：

 自從『家長教師會會訊』要獨立出版後，我們經過一年多的籌備，『會
訊』終於和大家見面了！今期內容包羅萬有，多采多姿，分別有會員大會，親
子旅行暑期班等活動的花絮；亦有校長、老師和家長心聲，帶大家回憶過往一
年的難忘時刻。

 『會訊』能夠順利出版，我們首先多謝羅校長，老師和學校同工們；沒
有他們在推行家校活動時全力支持，會訊的內容將會十分貧乏、不足。

 本屆常務委員會任期是兩年。在上學期初，因有委員的子女畢業，轉校
及離任，所以我們補選了五位的家長出任家長委員。還記得{家長日}那天，他
們笑容可掬的向大家收集問卷，耐心地回答家長的提問，最後還送上一份小禮
物(掛曆)給各位留念。他們就是今屆『家教會』的家長委員。  

 透過今次的問卷調查，我們可以聯絡一些平日難得見面的家長，在短短
談話中，聽取他們對學校和本會的意見及期望，同時亦鼓勵家長們參與本會所
舉辦的家校活動，從參與的活動中，領略到做義務工作的樂趣和收獲，並且加
深對子女成長的認知。

 家長義工一直是本會的中流砥柱，他們既熱心又積極，令我們能順利推
行各類型的活動，如開放家長圖書角，到課室講故事，輔導小一、小二學生的
功課，托管課餘興趣班等⋯..。這些沒有酬勞又繁重的工作，更彰顯他們的無
私；義工們以身教代替言教，為子女樹立一個能為他人服務的好榜樣，孩子從
中更學會了體諒和包容，對他人抱著一顆關愛的心。藉此機會謹向義工們說聲
『謝謝』。 

 最後，期待各位家長能繼續支持和參與家教會的活動。
 
 祝各位身體安康，生活愉快！

   家教會主席
        劉翠鳳女士

就職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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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翠鳳女士 陳穎琳、陳穎彤 (三智、六禮)
副主席 王伊芬主任 鄧小萍女士 張潁敏、張曉敏 (一仁、四仁) 
 文書 馮國麗主任 黃杏顏女士 李穎梅 (五義) 
   黎詠娜女士 李詩衡 (二義) 
 司庫 劉寶珠主任 劉瑞華女士 張卓軒 (六智) 
 康樂 易偉德老師 鄭玉妹女士 吳桂芬 (五智) 
  徐晶瑩老師 陳孫敏女士 李曉嵐 (四禮)
  陳美玲老師 王麗嫦女士 關玉麟、關瑋瑩 (四仁、六仁)
 聯絡 李偉明老師 張四嬌女士 彭梓賢、彭婉玲 (三忠、六智)
  陳雨琤老師 周凌靄先生 周曉南、周曉文 (三忠、五仁)
 總務 倫雪顏老師 李綺雲女士 鄧欣桐 (一智)
  黎佩珊老師 周玉霞女士 梁詠琪 (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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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支出 
 1 政府津貼  3,768.00  1 敬師日-活動禮物 (50份x$10)  500.00 
 2 收拖欠2004-2005年度會費  160.00  2 敬師日-紅地氈/包書膠  58.20 
 3 2005-2006年度 (第九屆會費)  9,070.00  3 外展校隊訓練班-乒乓球報名費 (3期)  3,696.00 
 4 中學巡禮報名費  1,120.00  4 外展校隊訓練班-網球報名費 (2期)  2,440.00 
 5 親子旅行報名費  27,810.00  5 外展教練計劃-武術報名費 (4期)  3,080.00 
 6 親子旅行報名費  7,200.00  6 柄帶20條/教練網球車1個  800.00 
 7 9月份乒乓球訓練班報名費  2,040.00  7 德成-乒乓球/羽毛球/網球用品一批  3,056.80 
 8 9月份武術訓練班報名費  3,360.00  8 中學巡禮報名費  1,120.00 
 9 9月份網球訓練班報名費  2,520.00  9 觀塘家教會聯會05-06年度會費  200.00 
 10 12月份乒乓球訓練班報名費  1,920.00  10 親子旅行-逸進旅遊有限公司  35,680.00 
 11 12月份武術訓練班報名費  2,560.00  11 親子旅行-音樂農莊CD相片費  290.00 
 12 12月份網球訓練班報名費  3,040.00  12 親子旅行-禮物一批  200.00 
    64,568.00  13 親子旅行-蒸餾水 (48支)  476.00 
    14 數碼相機1部/充電器1部/充電芯16粒  3,747.00 
  承上年度2004-2005年餘款  33,531.68 15 資源中心-迷你飲水機1部  138.00 
  加：31/01/2006餘款 (3,258.50) 16 文具用品/膠碟90隻  326.50 
  餘款轉接下月經費  30,273.18 17 相簿兩本  500.00 
    18 新年年曆費500個  650.00 
    19 補尚欠陳嘉珮藝術體操教練款  300.00 
     20 外展訓練班-羽毛球報名費3期  3,120.00 
    21 外展訓練班-乒乓球報名費4期  4,928.00 
     22 外展訓練班-網球報名費3期  2,520.00 
      67,826.50 







       晚上十一時多，電視傳來的聲

     音吸引了我：『一個未婚香港女孩，

     放棄穩定的教書工作，在國內做義工，

  服務殘障兒童，更領養了失明及腦癱的

  女童山山．．．．．．』。

 大約三個月前看到一則新聞，大意是一個

母親誤會兒子被老師體罰，怒氣冲冲找老師理

論而用掃帚襲擊副校長。

 兩個故事，前者令人感動，後者令人感嘆。

  有心人劉惠玲的善行，對國內殘障兒童無

條件的付出，對無血緣女兒的關愛，令我們感

動。『慈母』溺愛兒子，以武力為愛兒討公道

的行為，令我們感嘆。

    教導殘障兒童，對我們來說，當然力有不

  逮。但要教導自己的子女，亦要很大的耐性

  及愛心。

     孩子是父母的鏡子，我絕對相信『身

  教』的影響。

           黃杏顏 五義班李穎梅家長

 自去年九月我加入了家長教師會當義

工及現在當選家長委員後，我更加清楚學

校的教育方針、理念、運作，明白家校

合作的重要性。對親子溝通亦有很大的幫

助，我很慶幸能夠成為委員，更開心可以

為該會及學校出一分力，以後我會努力做

好每一件事。

周玉霞 二仁班梁詠琪家長

 我是六智班的彭婉玲，我的媽媽是家長教師會裏的『聯

絡』，亦因這個特殊的身份，同學們常常對我說：「你媽媽是

家教會委員，便不怕被老師罰了。」但其實我也和其他同學一樣，

做錯事也會被老師罰的。因為老師對所有同學也是一視同仁的，就

算媽媽是委員，對我也沒有甚麼影響。老師們是不會偏心的，對所

有同學也是一樣，不會偏心。 

 另外，媽媽雖然是家教會的委員，但她並不是老師，所以她不

會干涉學校的事， 沒有甚麼特權或優惠可言。反而因為媽媽家教會

的委員，她可能會和老師談及我上課的表現，沒有特權和優惠外，

還可能會有更多被罰的機會呢！

 因此，我覺得同學們並不需要因為我媽媽是委員而覺得我的待

遇較好。其實，我也是和你們一樣，做錯事一樣會被罰，因為我

也是聖安當小學的一名學生而已！

              六智班 彭婉玲

 自從兩年前加入家長教師會當義工後，發覺
家校合作是對子女成長很有幫助，不但子女學習
，而我也是一同學習、一同成長，對學校也多了
一份歸屬感。
 雖然有很多家長認為自己能力有限而未能勝
任，其實只要每人出一分力就能令子女過一個開
心、難忘的學校生活。
 而我也借此機會多謝一班老師和羅校長，因
為自他當上校長後帶領一眾老師，使學校比以前
有生氣和活力，子女上學也開心了不少。

陳孫敏  四禮班李曉嵐家長

 時光飛逝，時間過得真快，有俗語說：「快樂的時間過得最

快。」我覺得這說得很對！

 在這個溫暖的大家庭裏，我認識到很多知心好友，遇到誨人不倦

的老師和盡心盡責的校工和書記，當然還有領導大家進步的校長。

 我在這舒適的校園裏，學習到各科的知識，找到自己的興趣。我

亦會從考試中，意會到自己的所長和缺乏，是一個很多的試煉。

 學校不但帶給我很多歡樂，還帶給我一段段美好的回憶和許許多

多十分難忘的經歷。我深信大家畢業後必會十分掛念這所母校。

 六仁班 關瑋瑩

各位親愛的家長：
您們好！

 本校於今學年參予了教統局的「成

長的天空」小學計劃，目的是提昇四

至六年級同學的抗逆力，往年在家長學

堂也舉辦過有關的家長課程，你們有參

加嗎？而本年度計劃已由四年級展開，希

望學生可以透過成長課或輔助小組學以致用。

 擁有抗逆力的人，可以從困難及錯誤中學習，改善自己的缺點；著名的女

作家海倫．凱勒克服本身的缺憾，奮鬥成功的故事，絕對是家傳戶曉。但鮮為

人知的是這位傑出女士，在身處逆境時，其實與常人無異，也試過自暴自棄。

而令她衝出逆境的，除了是本身堅毅不屈外，她的老師沙利文更是功不可沒。

 沙利文老師想盡方法，以在海倫的手掌上寫字的方式，教導海倫不同的詞

彙。結果，大家都知道，沙利文成功了，海倫也成功了。

 他們所戰勝自己的，豈是別人？他倆所擊敗的正正就是自己，要贏人，先

要贏自己！當你克服自己的軟弱、恐懼、氣餒時，你就得以成長，是真正的成

長。

 另外，擁有同理心的沙利文以一顆愛心去看海倫眼中的世界，與她的心起

著共鳴，扶她一把，並肩而行，跟海倫一起衝破面前的障礙。

 各位家長，你是孩子的「沙利文」老師嗎？孩子可以真正的成長不是單靠

自己，有您的鼓勵和支持，就算多大困難，孩子也可以克服。

 祝

 生活愉快！

          馮國麗主任
                 學生輔導組

設
計
/印
製
：
雅
軒
設
計
印
刷
公
司
 2
3
6
5
5
6
2
8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