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文泰中學家長教師會會訊
會址：香港炮台山道30號 第五十一期 二零一七年二月

主席的話--陳黃佩研女士

校長的話--馮黎妙儀校長

延續使命，承傳關愛

臨畢業之年，受吾兒之鼓勵，會眾之信任，學校之襄助，吾欣然受命
主席之位，並以承傳工作為己任，以推動家校共融為使命。

學年伊始，初見家長義工，新加入者十餘有六，在其後者時有所遇，
吾之大喜！新知舊雨，攜手合作，美好景象，接踵紛呈：陸運會上交
捧接力，力戰師生；水運會中親子競技，當仁不讓；圖書館處，忙裏
忙外，恆常有序；升中巡禮，以舊帶新，薪火相傳；康體聯誼，球場
內外，情感遞進；興趣班聚，製作美食，達者為師；換屆改選，新人

輩出，能者湧現；家長茶聚，聆聽訴求，與校溝通；家長工作坊，提昇能力，管教有方；家長
敬師，牽動孩子，莫忘師恩；盆菜宴、團拜會，濃情厚載；浸水仙，送揮春，祝福不斷。閑暇
相約，遠足旅行，燒烤茶聚，彼此關顧，無分你我。
 　　
金中九十之歷程，家長教師會三十四載之承傳，家校融和，蔚然成風。不同層面，各放異彩。
新舊家長，各展所長，互勵互勉，傳承關愛，同創佳績，共享成果。家校合作，如細水長流，
循環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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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去的學年，學校忙於慶祝建校九十周年，連串的慶祝活動令繁忙
的校園生活添加了不少彩色。學校經歷了九十個寒暑，校舍幾經易地
，從醫院道至薄扶林道、必利者士街、灣仔活道、堅尼地道，最後扎
根至炮台山道現址，校舍的設備與時並進，當中的發展亦見證了香港
從沿海的漁港鄉城至現在的國際大都會商業城市。流金歲月，緬懷今
昔，黌宮化雨均霑，孕育英才無數，投身社會，服務大眾，桃李滿香
江，不勝枚舉。創校至今，歷十五任校長辛勤領導；家長們的支持鼓
勵；教職員們無私奉獻；校友們鼎力支持學校各方面發展，在洪流的
洗禮下，學校仍能屹立不搖，屢獲佳績，碩果纍纍。

學校的發展從未因慶祝活動的完結而鬆懈下來，前進的巨輪推動著學
校向前。「一年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教育的
成效需要經歷時間的孕育才可以達到。學校與家庭的溝通合作是十分
重要的。每學年學校均透過家長日，讓家長與老師商討學生學習和品
行的表現；平日倘有需要，班主任或任教老師亦會致電家長；至於新
增設的流動應用程式，亦能加強家校之間的互通消息。透過家長通告
電子化，既可以方便家長隨時得悉學校消息，亦可以促進家校溝通。
讓家長可以即時閱覽學校的電子通告。



顧問簡介

第三十四屆金文泰中學家長教師會委員會

後排左起：李隆熙副校長、朱浩樑老師、鄧笑琴老師、余翠珊女士、謝華超女士、方富夔老師、
　　　　　黃佩晶女士、趙霖光老師、林淑芳女士、施蓓菲老師、容健鴻老師
前排左起：蘇婉玲女士、陳劍雄先生、陳黃佩研女士、馮黎妙儀校長、梁燕華女士

主席   ：陳黃佩研女士
副主席  ：陳劍雄先生、馮黎妙儀校長
司庫   ：梁燕華女士、施蓓菲老師
稽核   ：蘇婉玲女士、仇培良老師（義務稽核）
秘書   ：朱浩樑老師、趙霖光老師
委員   ：謝華超女士、黃佩晶女士、余翠珊女士、林淑芳女士、楊鴻飛女士、李隆熙副校長、  
          容健鴻老師、鄧笑琴老師、方富夔老師

義務顧問：
楊孝娥女士，曾任本會主席及家長義工召集人，
已服務本會多年，對於促進家校合作事宜不遺餘
力。

當然顧問：
李兆輝先生為本會前任主席，已服務本會多年，
對於促進家校合作事宜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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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委員小檔案

余翠珊女士：
大家好，我是余翠珊。很榮幸今年可以加入家長教師會，並擔任其中一位委
員。對於家長教師會的職務，我真是一頭霧水！幸好有一班樂於助人的前輩
分享經驗，才令我免出洋相。

家長教師會就如同學校與家長之間的一座橋樑。如何去把這座橋樑鞏固是一
大學問。所以我會不斷地吸取前輩們的經驗，從而學習做一個稱職的「橋樑
維修員」。我和各委員會盡力籌辦活動，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

祝各位同學能夠愉快學習，享受身在校園的每一天。

林淑芳女士：
本人林淑芳有幸參與 2016-17年度家長教師會成為新委員，小兒是就
讀一文班的李思滌。本人是一位全職媽媽，盼望在未來的日子能夠多
認識「金中」及協助舉辦學校活動。

蘇婉玲女士：
我的兒子鄭天行就讀四文班。我喜愛參與家長義工服務。今年有幸
成為家長教師會委員，希望能為家長教師會一盡綿力，令學校有更
好的發展。

施蓓菲老師：
金文泰中學是我加入官立中學後任教的第二所中學，校園環境清幽
、校風純樸、人才輩出是我對「金中」的第一個印象。任教半年以
來，我也漸漸融入這個大家庭，展開我教學生涯新的一頁！

謝華超女士：
本人為香港註冊中醫師，很榮幸成為本年度家長教師會幹事委員。本人希
望透過參與家校溝通事務，促進家校合作，以使孩子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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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師日--陳黃佩研女士
師緣．師恩

「上善若水」，教育就是涓涓流水，遍及高山和深淵，經過大河和
小澗，最後潤澤每一個孩子的心靈。

我們的孩子選擇在金中接受根基培育，六載歷程，孩子都能愉快學
習，堅毅成長。我們深信學校的老師德才兼備，我們的學生感恩戴
德。金中的同學，你們有幸與老師相遇，相知，學在其中，正善其
身。我的兒子和各位中六同學一樣，今年行將畢業，在你們離開校
園一刻，師緣銘記，師恩莫忘。

作為學生家長，我深深感激校長和老師給予家長的增值契機，我們
視家長教育和義務工作為治學經歷，在老師身上領悟到新的教育理
念，修正及摒棄過往那些管教子女觀念。

周年會員大會--陳劍雄先生
本年度第三十四屆周年會員大會已於2016年10月舉行。而當天
中午已開始進行不同的家校溝通活動，如中三級選科家長講座
、「健康校園計劃」家長簡介會、班主任和家長面談時間。而
第三十四屆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就安排在以上活動之後，
假本校禮堂進行，以選出新一屆家長教師會委員。
當日參加大會的家長非常踴躍，特別是中一家長，今年中一家
長真的很熱情和關心學校，積極參與本會舉辦的所有活動。今
次活動亦有賴他們參與才可順利完成。

是次大會除了要選出新一屆委員外，由於上屆正、副主席的任期屆滿，在選出新一屆委員後，幹事委
員會亦在當晚選出了新一屆正、副主席。
今年九位候選人當中有四位新加入的成員，反映出家長們積極關心本校發展，而我亦很榮幸能當選為
今屆家長教師會副主席，我將會盡我所能為家長教師會、學校出一分力，使我們的子女在「金中」有
更愉快的學習環境。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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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感謝校長，各位老師，各位職員對我們孩子的寬容和照顧。我們在分享孩子的成果和喜悅
時，更要由衷感激所有曾經尊重孩子，關心孩子，愛護孩子，幫助孩子的人。

在此，祝各位老師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聆聽訴求，與校溝通，求同存異，達成共識
 
六年前，我是中一家長，有幸參加了家長茶聚，我的心情是好奇、忐忑、期盼、欣悅。帶著問題
去，放下問題回。

今年的十一月，我和副主席以及負責的幹事主持了茶聚。我們與家長暢談孩子的往事，以我們的
經歷與眾分享校園生活的點點滴滴。在座的三十多位家長也就陸運水運啦啦隊的晨起習訓、制服
團隊的恒常訓練、學生課外活動的編排、電子通告的施行、學校設施、電腦系統以及校網資訊的
更新等話題提出意見和建議。我們已向學校反映家長的訴求，學校也作出了回應，有些地方亦正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的第一次「家長工作坊」已於2016年12月17日下午舉行。是次活
動的目的是希望通過為家長帶來一些正能量。

而今次的講者是婚姻及家庭治療碩士劉潤嬌女士，主題是「生命『正』成長」。
今次參加的家長人數有27位，講者利用一種互動問答的方式與家長們對話，帶動大
家利用活動時間說出自己的問題，使講者更了解家長們所面對有關教導子女的難題

家長茶敘--陳黃佩研女士

家長工作坊--陳劍雄先生

東區升中選校巡禮--黃佩晶女士

東區升中巡禮於11月19日在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舉行
，本人聯同學校教師、同學和各家長教師會成員及家長義
工參與其中。當天，眾多小六家長踴躍查詢，我們都一一
解答他們的疑問，使他們對本校的教學宗旨和理念更為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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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善中。

我們要感謝家長的到來，感謝家長的支持，更感謝家長的寶貴意
見，我們會以學生的福祉為依歸。期待家長繼續參與活動，樂在
其中，喜見成果。

，從而給予意見。

在講座結束後，我們看見各個家都有所得著地懷著愉悅的
心情離場，希望大家都可以帶著正能量回家。

子女們，你們要好好學習啊！但願你們將來畢業時也是帶著正能量離開
這校園啊！



陸運會--蘇婉玲女士

金文泰中學一年一度的「水運會」於2016年12月2日 在維多利亞游泳池舉行。承蒙老師、家長們的
厚愛，我得以以家長委員的身份參加今次「水運會」。

到了場地，遠遠望見馮校長與李副校長早已在嘉賓席滿臉笑容迎接陸續前來的主禮嘉賓，觀眾席上
各社的啦啦隊員正在操練口號。同時會場四周的家長義工，帶隊老師和同學們各司其職，井井有條
，場面十分壯觀。

隨著一首柔婉的樂曲，參賽代表們操著輕盈的步伐靜入比賽台列席。緊接一聲號令，站在比賽台上
的健兒們用最快的速度跳入泳池中，濺起一陣陣美妙的浪花，猶如一群快活的美人魚在相互追逐比
拼，同時又互相勉勵，表現出和睦的氣氛。

經過幾小時有趣的比賽，獲獎名次不斷在熒幕裡閃過，全場出現了短暫的鴉雀無聲……但每刻聽到
公佈結果名單，雷鳴的掌聲一浪接一浪地響起。

水運會--謝華超女士

到了頒獎時刻，得獎的參賽者個個精神抖擻，順著次序走
上領獎台，接受馮校長與各位主禮嘉賓的頒獎。

我通過參加今次「水運會」，親身體會到金文泰中學有一
股團結互愛的凝聚力，上上下下合作無間。在馮校長的帶
領下，老師們不但給學子們建立了一個良好的求知校園，
還給予學子們一個暖心舒適的家。

新年掛飾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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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運會當日天晴和暖，雖然臨近統一測驗的日子，學生們依然活力
充沛，積極參與，全程投入。

早上，學生會安排了競技賽給家長和師生參加，其中「跳大繩」和
「二人三足」考驗我們的合拍，經過一番努力丶團結合作，最後我
們家長隊得到亞軍，非常高興。

午飯後，我和七位家長參加了四百米接力賽，我選擇了跑最後一棒
。眨眼間其他師生對手已在我旁一陣風地跑過，雖然落敗，但我仍
想盡快衝向終點，可是在衝線前幾米，我不小心跌倒，幸好只是手
腳擦損，我便急忙起身完成任務，之後老師和家長們窩心的慰問，
令我忘記了痛楚。

壓軸項目是四社的啦啦隊比賽，中一同學們經過多次嚴謹的操練，
發揮團隊精神，口號和動作一致，表演精彩。

這次留下難忘的回憶，期待下屆的陸運會的來臨。



上學期，家長教師會向學校借用禮堂及有蓋操場作練習羽毛球之用，
活動於11月19日及12月10日舉行。感謝校方提供場地予家長教師會舉
辦有關活動，讓家長們可切磋球技，鍛鍊體魄，而且可讓他們交流教
導子女的心得。

康樂聯誼活動 家長康體活動--羽毛球
梁燕華女士

我參加了家長教師會在2016 年12月7日舉
行的南瓜餅製作班。導師預先準備了南瓜
茸、紅豆茸及紫薯茸等這些製作需時的材
料給我們十多位參加者使用，好讓我們能
於短短的兩小時內做出美味的南瓜餅。

大家分工合作，搓麵團，包餡料，倒模，
蒸煮，使製成品完美誕生，我們可一享口
福，樂在其中。難怪有人說食物可聯繫感
情。這個活動讓我們一羣義工家長對彼此
加深了認識。

最後要感謝我們的導師郭翠萍及家長教師
會主席黃佩研的用心指導。

家長烹飪班
呂李淑儀女士

第一次接觸金中家長教師會義工服務是在去年的中一迎新日，那時我
還不知道家長教師會義工服務的實際工作是什麼。

到了 9月，我第一次參與「金中」家長教師會義工服務的活動是在圖
書館包書。之後，每逢星期三早上八時，一班親切熱心的義工都會在
圖書館內聚集，把圖書包好或進行盤點工作。她們會說說笑笑，感覺
很愉快。之後，我發現原來義工們還幫學生做一些普通話口語訓練及
英語口試訓練，令學生有機會與陌生人溝通，嘗試表達自己的想法。

這些義工們在學校開放日、敬師日、開心果日、東區升中選校巡禮等
等，都一直默默地為大家付出。希望大家能夠在感謝義工們的付出外
，亦能夠多多參與家長教師會的活動，以不負這些義工們的付出。

在往後的活動，我們仍需要很多義工幫忙。如果有家長願意，非常歡
迎您加入我們，在家長教師會義工團隊中發揮所長。

義工服務--余翠珊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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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財務報告

　　　　　　　　　　　　　　　　　　徵稿啟事

　 《會訊》歡迎家長及同學投稿。家長如有育子心得、參與本會舉辦活動後之感想，以至任何改善學校之意見；
同學如有可堪抒發的成長歷程、值得記述的校園活動片段，均歡迎惠賜稿件，暢所欲言。來稿字數以不多於250
字為限。因應版面編輯的需要，本刊有權對來稿加以增刪潤色。

　　投稿請注意下列事項：
(一) 500字原稿紙，橫行書寫。
(二) 同學稿件須附姓名及班別；家長稿件除附姓名外，還須寫明就讀子女之姓名及班別。
(三) 同學稿件逕交校務處；家長稿件可由就讀子女轉交校務處/容健鴻老師，或郵寄本校收。

　　《會訊》為報道本會活動及消息的刊物，家長及同學的心聲和意見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實有賴各家長及同學
的鼎力支持。

　　請家長及同學莫吝筆墨，慷慨賜稿！
　　　　　　　　　　　　　　　　　　　　　　　　　　　　　　　　　　　　　　《會訊》編輯委員會謹啟

家長工作坊

   開放日
家長義賣攤位

開心果日暑期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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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
康樂聯誼活動

中三級
英語及普通話
會話訓練

HK$

上年度(2015-2016)PTA 經費結存 201,533.48
收入 HK$
會費(2016-2017) 39,050.00             

家校合作委員會資助(2016-2017) 13,767.00             

銀行利息 2.13                      

收 入 總 數 52,819.13        
支出 HK$
第三十四屆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10/2016) 957.00                  

家長工作坊 1,800.00               

雜項支出 1,245.00               

支 出 總 數 4,002.00         
本年度截至31/12/2016經費盈餘 250,350.61     

代管基金(結存31/12/2016)

『學校改善工程』 42,181.23
    梁中昀紀念助學金 28,144.00
    家教會獎助學金 9,567.80

330,243.64   

金  文  泰  中  學  家  長  教  師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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