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徽寓意
會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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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智班 張逸朗家長 張樹強
光蔭伴隨着幸福的腳步俏俏地溜走，不知不覺，小兒逸朗已在聖安
當小學渡過了三年時間。這棵基督小幼苗日漸茁壯成長，而我也伴着
孩子一起在聖安當小學裏學習。由參加學校義工活動到家長教師會，
期間透過不同的活動及接觸令我對學校的環境有更深入的了解。校
監、校長、主任、老師及各職員完全奉行了聖安當關懷孩子的精神，
他們都對學生關愛有嘉，使他們能夠在充滿愛和快樂的環境下健康成
長，學懂關愛、尊重、自信和責任感，這全因為學校無微不至地照顧每
一位學生，並且因材施教，令學生們得到如此優質的教育。
在執行家長教師會委員的工作期間，各項活動能順利進行，實有賴各位家長義工及老師的幫忙，我藉此
機會向各位委員及義工家長說聲：「感謝各位，衷心多謝大家無私的奉獻和積極參與各項活動；你們令學生
的校園生活增添了色彩。」
在此，我感謝天父的安排，帶領小兒和我進入聖安當小學這個大家庭，讓我增加了各方面的經驗，令我
感受到無比幸福。
最後，祝願聖安當小學仝人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家長教師會」第十三屆常務委員會名單

夜

教師委員

顧問

羅偉國校長

主席

今晚，夜色很美
我，坐在窗前
聽著
窗外的風
或輕柔，或急促
看著
窗外的月
時圓時缺，時明時暗
銀色的光華
緩緩地在天地間 ... 蕩漾
啊！多醉人的夜！
這時
一聲咕噥的呢喃
我轉過頭
是酣睡中的一雙兒女
許是姐姐，或是弟弟
正編織著那美妙的夢境
淺淺的梨窩，若隱若現 ...
啊！多甜蜜的夜！

職位

二義班 李詠彤家長
Faye Pang

家長委員
張樹強先生

副主席

李偉鋒副校長

楊萍麗女士

文書

馮國麗主任

譚尾芹女士
李秀藍女士

司庫

許雪怡 主任

黃小慧女士

康樂

劉國權老師
黃靜榕老師
吳頌培老師

吳杰琼女士
莊少娜女士
謝華杰女士 ( 增補委員 )
何少冰女士 ( 增補委員 )

聯絡

吳鳳霞 老師
徐晶瑩 老師

林錦屏女士
彭炎飛女士
申靜樺女士 ( 增補委員 )
陳秀華女士 ( 增補委員 )

總務

李妙琼老師
袁慧嫻老師

余麗霞女士
許晴瑜女士

提名代表出席學校四個招標及監管委員會（各兩名）：
午膳服務招標及監管委員會：黃小慧女士、李秀藍女士
校車服務招標及監管委員會：楊萍麗女士、吳杰琼女士

朦朧的夜，濃濃的情
夜色，如夢

校服服務招標及監管委員會：林錦屏女士、譚尾芹女士
書簿服務招標及監管委員會：彭炎飛女士、莊少娜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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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月結單 30/4/2016
96,055.28  
末兌現支票 #000029 -32,42-44 14,214.40  
43,101.78

  
本月結餘 (30/4/2016)
承上年度 2014-2015 年餘款
餘款轉接下月 1/5/2016

54,626.10  
  27,214.78  
  81,840.88  

120,722.90

                                 收 入                                           HK$                                                                              支 出                                                        HK$
D1 收武術班報名費第一階段 ($250x14 人 )
3,500.00
C1 聘請武術教練費
3,920.00
D2 收武術班報名費第二階段 ($250x4 人 )
1,000.00
C2 教師日活動買水果
630.00
D3 收跆拳道報名費 ($600x9 人 )
5,400.00
C3 #000025- 家教會親子旅行收據簿 ( 劉國權老師代付 )
24.00
D4 收武術班報名費第二階段 ($250x2 人 )
500.00
C4 #000026- 退款親子旅行 2 位 (2D 楊渲 )
320.00
D5 收家教會親子旅行費用
69,180.00
C5 #000027-1516 家教會旅行費用 ( 逸進旅遊有限公司 )
68,660.00
D6 教育局撥款 - 2015/16 學年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20,129.00
C6 #000028- 上學期 (24/9/2015 至 17/12/2015) 跆拳道班導師費
4,500.00
D7 收元宵燒烤大會費用 No.1-166
16,600.00
C7 #000029-#000032 下學期聘請武術教練費
3,920.00
D8 收元宵燒烤大會費用 No.167-205
3,900.00
C8 #000033- 親子日營 - 鯉魚門公園及度假村
3,250.00
D9 收元宵燒烤大會費用 No.206-207
200.00
C9 #000034- 賣物會 Popcorn 食油 3 支
89.90
D10 跆拳道班學費
9,600.00
C10 #000035- 賣物會 Popcorn 費用
1,332.50
D11 武術班第三期第一階段
1,750.00
C11 #000036- 元宵燒烤大會 - 大欖涌燒烤樂園
15,814.00
D12 武術班第三期第二階段
3,500.00
C12 #000037- 元宵燒烤大會 - 購買 Bingo 咭
100.00
D13 2015/2016 年度家教會會費
21,330.00
C13 #000038- 元宵燒烤大會 - 購買麥當奴禮券
1,000.00
D14 親子日營收費 $80x172
13,760.00
C14 #000039- 元宵燒烤大會 - 雜項
849.60
D15 教育局撥款 -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特別津貼
5,000.00   C15 #000040- 元宵燒烤大會 - 柑、麵包及水
1,233.50
C16 #000041- 親子日營膳食費 Jeff's Cathering
4,785.00
175,349.00    C17 #000042- 親子日營抽獎禮物
2,035.00
C18 #000043- 親子日營租用 3 輛旅遊巴
4,650.00
C19 #000044- 親子日營營費、膳食費、保險費、活動獎品及物資
3,609.40

2015 年至 2016 年度聖安當小學 - 家長教師會
收支報告截至 30-4-2016

為人父母的都希望孩子聽教聽話，不需要「勞氣」，但父母的要求，孩子
   未必可以一一做到；而孩子的需要，父母亦未必可以全部滿足，當大家的期望
不協調或達不到，遇上處理不當，彼此間的衝突便很容易發生。在今期的分享文
章裏，想跟大家作以下的心理測驗，檢視一下大家的親子關係，從而掌握適當的
方法維繫一個才和諧美滿的家庭。

計 分 方 法：

和 諧家庭心理 測 驗 ：
1. 你答應了明天帶孩子前往海洋公園旅行，但因工作關係要
取消假期，孩子堅持要去旅行及向你大吵大鬧。
你的反應是：
□
□

a. 你怎可以不說道理的，我也不想沒有假期。
b. 我知道取消去海洋公園令你很失望，不如我們談談將
計劃延期，或看看明天可以做甚麼？
c. 你同我立即收聲，再「扭計」，以後就不再去海洋公園。

□
   
2. 孩子哭著責備你不愛錫他。
你的反應是：
□
□
□

如大部分選擇「a」的，請看 a 的分析；如大部分
選擇「b」的，請看 b 的分析；如此類推。
分析：
a： 當你與孩子有衝突時，你傾向與孩子說理，希望孩子
可以合作，避免與孩子交鋒，但易令孩子感到囉嗦，對
父母的說話不加理會，令父母在管教上更感洩氣，家裏變
成戰場的機會逐漸提升。
b： 當孩子不合作時，你能保持冷靜的態度，以孩子的角度了
解孩子的看法，然後商討解決的方法。所以你不會採用與
孩子開戰的方式處理問題，孩子亦學習了不需要以開戰
的方式與你周旋，家裏很少會變成戰場。
c： 每當孩子不跟你的意思做，你會變得暴躁，採用責備的
方式處理親子間的衝突，容易令孩子產生不滿情緒，
以反叛的心態對抗，所以你會經常與孩子開戰，彼
此的火藥味濃厚，你的家會經常成為戰場。

a. 我不錫你，你不想想誰人給你吃、給你穿、給你住……
b. 你似乎對我有些不滿，你說給我聽為何有這想法。
c. 孩子怎可罵父母的，你夠膽再說，信不信我打你。

3. 天氣轉冷，你要孩子加穿厚衣，但孩子卻不肯穿著。
你的反應是：

給 家 長 的 話：

□
□
□

父母與孩子間有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但以開戰的處
理方式只會破壞雙方感情。如果你不想與孩子開戰，
請參考下列方法：

a. 你不穿毛衣會感冒的，乖孩子，快穿上。
b. 今天天氣很冷，你告訴我為何不想多穿衣服？
c. 我數三聲，如果你還不穿好毛衣，我就不帶你外出。

4. 你催了孩子多次，但孩子依然將玩完的玩具隨地亂放。
你的反應是：
□
□
□

a. 玩完玩具，要放回玩具箱才是，亂放很易會碰傷人的。
你明不明白？
b. 你想現在執拾玩具還是由我將玩具鎖在櫃內？
c. 是否要我打，立即執好這些玩具！

5. 孩子在客廳跳繩，弄破了桌上的花瓶。  
你的反應是：
□
□
□

a. 我向你說了多少遍，在客廳是不可以跳繩的，你明白
我說甚麼嗎？
b. 客廳不是跳繩的地方，要跳繩需要到樓下的公園，一
齊來收拾花瓶吧！
c. 你將我的話當作耳邊風，我就給你一巴掌。
參考資料：家長親子大測試   香港青年協會著

編 輯 小 組

1. 控制自己的負面情緒。你們希望家庭和睦，又期望孩
子「聽教聽話」，你們必須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緒，因為你
就是一面鏡子。
2. 了解和接納孩子負面的情緒。孩子是否生病了？最近睡眠質素如
何？學校的生活如何？友儕關係出現問題？心事？壓力？
3. 引導孩子替你設想，例如你可以對孩子說：「你在客廳跳繩（孩
子的行為），令我感到很憤怒（自己的感受），因為會很易弄破
物件（原因），我希望你到公園玩時才跳繩（自己的期望）。」
4. 避免囉嗦的說話，改用簡單的敘述，說明你的期望，例如：
「要把玩具放回玩具箱。」
正所謂「家和萬事興」，你愈努力經營這個家，漸漸你會
發現孩子聽話了，家中的笑聲也多了。
學生支援及輔導主任
                     馮國麗

顧問：羅偉國校長 統籌：梁偉文主任 本期編輯：袁慧嫻老師
雅軒設計 23655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