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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長

心

聲

四義班 張逸朗家長 張樹強
人生的旅途恰似天氣的變化無常，幸好孩
子在聖安當小學的家庭裡成長，「公、誠、勤、
毅」，校訓中教育小兒成長中需要的品格，並
且加上天主仁愛的培育，使我安心和喜悅見著
同學們健康快樂地成長。
在家長教師會及義工的活動中，令我有更多的機會走入聖安當小學校園，深
切體會到教職員們對各學員作出全面性的教育和照顧，有教無類的關愛孩童精
神，老師們從沒放棄不如理想的同學，更耐心地培育學生的自信心和踏上正確成
長的道路，引領他們憑着不怕困難，永不放棄的毅力，享受生命中的快樂。
在此，祝願聖安當小學的幼苗在這愛心的校園裡堅毅成長，充滿信心的完成
將來的學業，供獻社會。

四忠班李霈茜、五禮班李霈晴家長 余麗霞（司庫）
大家好！我是第十四屆家教會司庫、四忠班李霈
茜和五禮班李霈晴的嫲嫲。 我參與學校家教會舉辦
的活動已有五年了，例如親子日營、 親子旅行和敬
師日等親子活動。這些活動我和孫女一起參加，一方
面可增進感情，另一方面可看到他們的成長。 同時
我亦參與監察學校午膳、校車、校服及購買書簿的服
務並提供意見。
參與這些活動令我獲益良多，亦見證了學校為了
教育學生而提升多項的配套設施，例如：在操場加裝
冷氣和小禮堂安裝大電視等，令學生在一個舒適及科
技的環境中學習。
最後祝願學校校監、校長、所有教務人員及校役
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緣起聖安當

小學生活的 1/2
三義 李詠彤家長 彭炎飛（副主席）
日子，如風；光陰，似箭。在忙碌的接送上學與放學間，三
年的小學生活像風一般擦肩而過。是的，人生也許有很多個三年，
而三年卻已是小學生活的 1/2。
我們感恩，為了親愛的女兒！因為，她每天都能夠笑著上學，
笑著放學。也許在學校裡，她也曾有淚有傷心有難過，可是她說：
「媽媽，學校裡有很多的好朋友可以分享我的喜怒哀樂，像是許
多的兄弟姊妹一樣。」聽！這是多麼讓人欣慰的話語！
三年的小學生活，除了學業上的進步，各種興趣的多元
發展之外，更重要的是讓她學會了堅強，不再輕易為小事而
哭鼻子。我們相信老師們在教導她學業的同時，也必定教會
了她在面對困難時樂觀的態度，大無畏的精神。謝謝！感謝
每一位為此而付出努力的您們！
Hey ！親愛的女兒，加油！我們期待你在餘下的三年小
學生活裡，就像小樹苗一樣茁壯成長，更加精彩紛呈！

感謝 四忠班 關惠常家長

陳秀華（文書 )

時光似水，學生在聖安當小學，轉眼間已過了四年春夏秋冬。
黑暗中，學校是一雙明亮的眼睛。
孤獨時，老師是一雙傾聽的耳朵。
寒夜裏，家庭是一雙溫暖的手。
學校是一顆顆的星星，家是一彎的明月，互相連繫，帶出美
麗的人生。
感謝學校和各位老師的教導和多方面的培育。
感謝。

三仁班 易格家長 孫音（康樂）

我是一位大陸媽媽，陪伴女兒來港學習已快三年。與其說是陪讀，不如說是一起學習成長。我與先生沒有香港的受教育背景，在完全不同的
教育體系中，我與女兒一起慢慢探索。
二零一四年的七月，香港盛夏。我與女兒初來香港生活，想起日后將要面對的挑戰，我焦慮的情緒也如同這氣溫一般，未有一絲褪去的跡象。
記得新生第一日見班主任，徐老師問女兒「你叫咩名？」女兒一臉茫然，我也在心中打出一串問號。何時才能過得語言關？
每天放學回家路上，是我和女兒聊天時間，「媽媽，老師今天換了一位小翻譯和我同桌。」「媽媽，我會讀第一課了，是用廣東話讀噢」「媽
媽，xxx 喜歡我的畫，她是我好朋友。」「媽媽，今天老師贊我問題提的好。」「媽媽，今天老師選我當小班長了」「媽媽，今天中午是
和校長一起用餐，我好開心啊」在對話中，我慢慢看到了她的進步。那種甜就像在心裏灌了蜜糖一般。
平時很少機會可以與班主任有交流，但卻在女兒的言語中感受到老師的良苦用心。對初來乍到的女兒，老師安排「小翻譯」讓
她更快學會粵語；女兒生性內向，老師讓她當小班長，學會與人溝通；女兒體格健壯，老師安排她當課代表，可以每天上下樓梯
交送作業；女兒普通話好過粵語，老師找機會讓她參加朗誦比賽，並且用自己午休時間為她輔導朗誦技巧。點點滴滴，細數不盡。
轉眼之間，女兒已三年級了，童聲依舊稚嫩，卻充滿自信。和同學聊天歡聲笑語，粵音娓娓。與人交流，落落大方。當初的
焦慮已經隨著時間流逝的一乾二凈。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師」最當感恩聖安當小學的老師孜孜不倦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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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義班 余紀詩、三智班 余穎詩家長 申靜樺 ( 總務 )
美好的一天早上，天清氣朗。女兒開開心心回到學校，在那充滿愛的校園
裡，期待會有很多有趣的事兒，放學後她可以和我一起暢談一番。放學了，看
到她臉上的笑容，我心裡感恩，謝謝老師們的愛護和教導。燦爛的笑容就像陽
光一樣溫暖了我的心，這是多麼美好的一天！

五仁班 梁凱淇家長 何少冰 ( 文書 )
「春風化雨，潤物無聲」，良好的校風、教風、學風，猶如春風化雨般，滋潤著園丁學子。
學校與家長是小朋友成長中不可或缺的夥伴，在過去一年中透過完善的溝通橋樑，家長與
學校得以保持良好及緊密的關係。這一年間，我一直致力參與家校活動，一系列的家長學
堂與家教會活動，鞏固了家長與學校的信任和尊重，從而發揮到家校合作的功能，協助子
女健康快樂地成長。教育工作任重道遠，但極富意義，對個人與社會都有著重大的影響。
教師們帶著熱誠和專業精神，盡心盡力教導學生。積極參與家校活動，既能配合學校發展，
又可以更了解子女在校的情況，令家校合作可以發揮到更大的能量。家校合作是為了孩子。
感謝學校造就了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給莘莘學子，亦深盼未來能繼續為家校的橋樑盡一分
力，攜手教育好下一代。

2016 年至 2017 年度聖安當小學 - 家長教師會
收支報告截至 30-4-2017
收入

HK$

D1 跆拳班學費
8,400.00
D2 武術班學費
7,000.00
D3 旅行社退回已收親子旅行費用每位成人 1 元
181.00
D4 親子旅行
67,104.00
D5 2016/17 學年家教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19,767.00
D6 元宵燒烤大會報名費
7,200.00
D7 2016/17 年度家教會會費
20,910.00
D8 收 21/1/2017 鯉魚門循道衛理幼稚園攤位遊戲津貼
250.00
D9 元宵燒烤大會報名費
13,900.00
D10 跆拳道班學費
9,000.00
D11 武術班學費
4,000.00
D12 復活節親子日營報名費
17,050.00
D13 復活節親子日營報名費
330.00
D14 武術班學費
250.00
		
175,432.00
銀行月結單 31/3/2017
末兌現支票 CQ000053-CQ000056 & CQ000075

88,232.78
4,690.00
83,542.78

支出

HK$

C1 #000052 文具 ( 分類及現金帳簿 )
C2 #000053-#000056 上學期聘請武術教練費
C3 跆拳班學費退票
C4 韶華旅行社 - 親子旅行費用 ( 現金 )
C5 購買收據簿
C6 喜訊街 - 親子旅行抽獎禮物
C7 麥當奴券作親子旅行抽獎禮物
C8 韶華旅行社 - 親子旅行費用
C9 #000062-#000065 下學期聘請武術教練費
C10 #000066 講座費用 - 利民會
C11 #000067 上學期跆拳道學費
C12 #000068 扭氣球親子班費用
C13 元宵燒烤大會 - 雜項包括水、麵包、飲品、檯布、紙杯、豆腐花及 Bingo 卡
C14 #000069 元宵燒烤大會 - 大欖涌燒烤樂園
C15 #000070 元宵燒烤大會 - Bingo 遊戲禮物
C16 #000071 楊招眉修女花藍
C17 #000072 元宵燒烤大會 - 增購遊戲禮物
C18 #000073 學校外牆聖經馬賽克壁畫 3 幅 -Hearty Ceramic Supply Company
C19 #000074 復活節親子日營營費 - 保良局
C20 #000075 復活節親子日營保險費 - 聯誠保險代理有限公司
		

59.00
4,240.00
600.00
32,659.00
36.00
1,000.00
1,500.00
33,359.00
4,240.00
3,600.00
4,500.00
5,000.00
2,720.60
17,191.50
1,000.00
5,00.00
110.00
15,000.00
11,160.00
450.00
138,925.10

本月結餘 (31/3/2017)
承上年度 2015-2016 年餘款
餘款轉接下月 1/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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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16.90
47,705.88
84,1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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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詠表演

獅藝表演
跆拳道
表演
小提琴
合奏

燒烤樂

攤位遊戲

Binggo 遊戲及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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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 心

家 長 學 堂
「如何協助子女爭取佳績」講座

有商有量家長講座
見「焦」拆招家長講座

提升孩子的
學習興趣與動機

綜合性教育 ( 愛與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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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講座
家長網上學習平台
工作坊

正能量家長講座

家長學堂畢業典禮
圖書館義工

主席與修業同學合照

2017-19 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
家長教師會第十四屆常務委員會選舉

副校長與畢業同學合照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