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長的話--馮黎妙儀校長

主席的話--余翠珊女士
薪火相傳――橋樑的守護者

家長教師會是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橋樑。我很感謝各位前輩為這條橋樑奠
下了良好的基礎，令我這個橋樑守護者能順利接棒。

本會這個大家庭，能夠有一大班熱心的家長義工，協助籌辦所有活動，
是本會最大的幸運。他們每一位都是臥虎藏龍、能文能武的表表者。

無論在敬師日、學校開放日、「開心果日」、家長茶聚及親子戶外活動
日等所有的活動中，老師和一眾義工都竭盡全力地籌備及參與，令活動

變得更精彩及有意義。

記得在上一個學年的學校開放日活動中，學生來到我面前，跟我表示十分期待本會的義賣活動。
那刻，我是感動的。因為本會的活動，不但得到家長認可，更得到學生的認同。我希望在本學年
能夠把本會的活動做得更好，令學生及家長能多參與本會的所有活動，從中領略本會的熱情與意
義！

會址：香港炮台山道30號 第五十五期 二零一九年二月

金文泰中學家長教師會會訊

今年的中六學生，於我而言，有一份特別的情感。六年前，我與他們
一同被派往金文泰中學。六年的時間讓我這個新界人重新調節自己的
生活步伐。上班與下班，駕車的路途上，鮮見亮麗的陽光，伴我同行
的總是灰黑的夜空，生活習慣亦需適時的改變。兒時讀物總是強調早
睡早起，現在，我卻為了忙碌的工作，要求自己要早睡早起。早睡，
難嗎?我想，並不難；早起，難嗎?我想，真的難。寒冬的早上，晨曦
未露，暖暖的被窩最教人眷戀；夏日炎炎正好眠，自然也是早起不
了。看似難事，但實踐起來，一點也不難，關鍵在於你是否有決心付
諸行動。

同學們，早睡早起於你們而言，難嗎?我想，真的難。晚上，同學們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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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遲遲未睡，你們貪圖夜闌人靜的夜讀時間，或者，想在睡前刷刷手機，可是，時間卻在一轉
眼間悄然溜走了。晚睡，早起自然不行，拖到最後一秒，不得不起床時才起來，回到學校，疲
乏的身軀，尚未抖擻的精神，如何可有精力學習……

夜睡遲起往往是家長與同學們出現意見分歧的地方，年青人總有他們萬千的理由，可是細心一
想，不成由、不合理的歪念，到最後，卻是同學們身受其害，沒有充足的精神好好處理課堂的
學習。時間飛逝，今天的少年人，他朝將變身成為父母親，循環不息的夜睡理論又再出現，所
不同的，今天的辯駁者他日卻成為苦口婆心的勸導者。

看著學生長大成熟，那是教育工作者最好的回饋。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希望同學可以多點考慮
身邊人：家長是你們成長的導航，老師是你們的重要伙伴，同學們是你們的一生的友好。六年
的中學生活盼望你們能夠了解自己的個人特質，確立人生目標，為自己的人生好好規劃準備。



第三十六屆金文泰中學家長教師會委員會

義務顧問――陳黃佩研女士
學年伊始，喜遇新眾
義工同道，薪火傳頌
我為顧問，協作種種
共議良謀，以會為重

義務顧問――李兆輝先生
自從2004年加入「金中」這個大家庭，轉眼已經十多年，今年多謝大家
繼續邀請本人擔任本會顧問，讓我可以參與大家的活動。在此祝大家身
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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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容健鴻老師、李隆熙副校長、鄧笑琴老師、施蓓菲老師、黃燕華老師、朱浩樑老師、
          何健華副校長
前排左起：陳詠蓮女士、蘇婉玲女士、莊美玲女士、陳慧雯女士、馮黎妙儀校長、余翠珊女士、
          梁孝儀女士、陳嘉慧老師、黃渠有先生、張照臻先生

主席   ：余翠珊女士
副主席  ：蘇婉玲女士、馮黎妙儀校長
司庫   ：陳慧雯女士、施蓓菲老師
稽核   ：黃渠有先生、方富夔老師（義務稽核）
秘書   ：朱浩樑老師、陳嘉慧老師
委員   ：梁孝儀女士、張照臻先生、葉常春女士、莊美玲女士、陳詠蓮女士、李隆熙副校長、
          容健鴻老師、鄧笑琴老師、黃燕華老師

義務顧問――楊孝娥女士
大家好，承蒙今屆主席的邀請，本人有幸成為家長教師會顧
問。本人一直以來都有回校參加各項活動，當中亦認識了各
年級的家長。由於部分家長還未了解學生在學校的情況，本
人在此呼籲各家長多回校參與義工服務或其他活動，藉此跟
自己的小朋友有更多話題，增進彼此的感情。

顧問簡介



新委員簡介

陳詠蓮女士
嗨！大家好，我是五行班梁縉熹的媽媽陳詠蓮，從事文職工作，有幸成為今屆
家長教師會委員，今後希望能加強家校溝通及增進家長之間的聯繫，並與各委
員合作愉快。請各位多多指教。

大家好，我是一文班吳棨胤的媽媽梁孝儀，亦是一位中學教師。我很榮幸得到大
家的信任，得以擔任新一屆家長教師會委員。除了加強家校合作之外，我還希望
本會能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期待與各位老師、家長義工愉快合作！

梁孝儀女士

大家好，我是一信班黃珈琪的爸爸，很高興能夠成為金文泰中學家長教師會的委
員。在未來一年，我作為家長與學校溝通的橋樑，定必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以
提升家庭與學校合作的成效。

大家好，本人張照臻，很榮幸能參與家長教師會的工作，在此多謝大家給予
我機會。過往，我從沒接觸家長教師會，而今天我明白到家長教師會的職能
是作為家長與學校教職員的溝通橋樑。而未來的日子，我會盡我所能，希望
能為「金中家長教師會」盡一分力，發一分光，促進家長與教師間的聯繫，
互勵互勉，冀望「金中」往後能有更茁壯的成長，使之成為學生在愉快學習
中的護蔭，無限的泉源。

黃燕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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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顧問――陳劍雄先生
我加入金文泰中學家長教師會已經四年，去年正式卸任主席一職，一如以往的慣
例，成為今屆家長教師會的顧問。我自問沒有資格擔任顧問，只希望盡己所能繼
續為家長教師會出一分力。

在過去四年，我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家長，大家由互不相識到現在成為好朋友
是最值得高興。眼見家長教師會一直在成長，而每年都有一些熱心的新家長加入
為學子們在校的生活而努力，真是小朋友的福氣。

每年有賴一班具經驗的委員帶領著新一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及義工，將家長教師會
的理念一直傳承下去，我相信家長教師會將來一定會做得更好、更多元化。

顧問簡介

今年可以成為金文泰中學的家長教師會成員，感到很快樂。因為家長教師會
就好像一個大家庭一樣，每年也舉辦不少有趣且別具意義的活動，很期待今
年和大家一起經歷這些活動呢！

張照臻先生

黃渠有先生

今年我的兒子將會在金文泰中學畢業，往後如有需要，我一定會為家長教師會再度出力！



敬師日--余翠珊女士

活動花絮

「敬師日」已有18年歷史。

「敬師日」不單是學生對老師們表達敬意的日子，更是我們家長
表達謝意的時刻。每年老師們收到由學生及家長教師會用心製作
的小心意或感謝卡，都是我們向老師們送上的謝意。但老師教導
學生的知識，令學生終生受用，家長對老師的謝意又怎能只用敬
師日就表達得了？

衷心感謝每一位老師為學生的付出。

願各位老師工作順利

4

周年會員大會--梁孝儀女士
第36屆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已於2018年10月12日假學
校禮堂順利舉行。是次大會得到家長的熱烈支持，本會主
席丶校長、副校長及相關老師分別主持會務報告、財政報
告及新一屆幹事委員會選舉等程序，是次活動除了促進家
校溝通外，各與會家長亦從中得知本會的最新資訊。

校長在「與校長真情對話」的分享中強調，本會致力透過
家長、校長及教師的互動和溝通，解決學生在學習和生活
上的困難，尤其是減少中一新生家長對於子女適應新學習
環境上的憂慮。

當天完成本屆幹事委員會選舉的程序後，隨即舉行第一次
幹事委員會議。全體委員希望來年與各家長和老師，共同
為加強家校溝通及同學創造更佳學習環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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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戶外學習日--陳詠蓮女士

東區升中選校巡禮--莊美玲女士
一年一度的東區升中選校巡禮，於筲箕灣勵志
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舉行。當天馮黎妙儀校
長、李副校長、何副校長以及多位老師、同學
們，還有家長義工等都全情投入活動。活動一
開始，家長及小學同學們，各自尋找心儀的中
學的攤位。我們的攤位人山人海，校長、老
師、同學和義工們都盡自己全力解答大家的問
題。遇有艱深的問題，大家即請馮校長或老師
們作詳細解答。活動中期，我們已派畢所有文
件夾，可見家長的反應相當熱烈。能參與是次
活動使我體會到「金中」的老師及同學對學校
的熱心服務，而「金中」亦給予升中學子們信
心、支持。在此衷心感謝校長和老師們。我的
小朋友能成為「金中」的一份子，令我十分感
恩。祝福升中的同學們都能入讀心儀中學，大
家都身心愉快！

本人參加了本年度家長教師會舉辦的親子戶外學習
日。旅程的第一站是位於新蒲崗的蛋卷工房，我們
在那裡品嚐到香港製造的蛋卷，味道有別於在粵澳
之店舖。 

接著我們到元朗享用午膳――九大簋，菜式看似簡
單，但味道卻令我的舌頭感受到極大的衝擊，令人
一試難忘，加上份量頗多，令所有人都抱腹而回。

下一站我們來到錦田壁畫村，當地的壁畫所在的位
置並沒有固定規律，據聞是要經過當地居民同意才
可在牆壁上繪畫。途中，我們看到了不少佳作，亦
有一一拍照留念。

是次活動以回程小遊戲作總結，參加者的反應亦非
常踴躍，希望來年的行程會更加精彩。



義工服務--蘇婉玲女士
今年真是充實的一年，我很榮幸能成為家長
教師會副主席，繼續為家長教師會服務。今
年有十多位中一家長義工加入我們，我衷心
感謝大家的熱心幫忙。每逢星期三早上八時
十五分，我們會到圖書館分工合作，包裝書
籍和把書架上的圖書排序。團結就是力量，
不需一個月，我們便完成新舊書籍包裝的工
作。回想我在「金中」參與義工服務已有五
年多，認識了一群十分熱心的家長義工，我
們像兄弟姊妹般互相關懷、鼓勵和支持，有
時候更會分享烹飪技巧和交流教育子女的心
得，真的十分歡樂。最後，希望各位家長踴
躍參加家長教師會舉辦的活動，和睦共處，
為子女和學校一起努力。

陸運會--張照臻先生
兒子在「金文泰」上學後，我就首次出席金文泰中學家長教師會
的活動。

由於「山竹」襲港，一年一度的「金文泰」陸運會終於在12月10
日舉行。活動當日我負責協助拍攝工作，雖然我只是負責拍攝，
但我亦體會到每位「金文泰」學生均有體育精神。

運動場的健兒經過多番努力，好不容易擊敗眾多對手，但健兒們
勝者不驕，敗者不餒，他們的精神令人敬佩。運動場邊的啦啦隊
，不停地為運動員打氣，當中的鼓勵和支持，除了促使運動員發
揮最佳的表現外，亦盡力為社爭取社際啦啦隊比賽獎項，而學生
會亦安排各項競技項目，給家長與師生參與，更令家長們增進了
對彼此的認識及彼此的友誼。

此次陸運會中，雖然我只負責協助拍攝工作，但加深了我對學校
的認識，更令我感受到學校上下一心那份親和力、感染力。我相
信我的兒子能在學校中愉快學習，而金文泰中學，在馮校長的帶
領下，將會在學界更跨進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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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運會--黃渠有先生

活動預告

金文泰中學水運會已於2018年11月30日於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順利舉
行。當天我有幸參與其中，感受到十分熱鬧的氣氛。

當天令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啦啦隊表演，四社的中一學生在表演前，都非
常投入地練習，當他們在正式表演的時候，更加感受到他們所付出的努
力是沒有白費的，最終雖然由行社奪取冠軍，但文社丶忠社及信社同學
所付出的努力及他們的團結精神，都令所有師生及家長十分欣賞。

至於當天的重頭戲――游泳比賽，各社的男女隊員都盡展實力，令到比
賽十分緊張刺激，最終由信社奪得全場總冠軍。看見信社的隊員在頒獎
台上興奮的神情，相信他們也覺得這一年努力的練習是沒有白費的。

最後雖然今年只得兩隊家長和學生合組的隊伍參與比賽，但也是一個很
好的開始，希望來年有更多比賽隊伍，使水運會的氣氛可以更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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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
工作坊

   開放日
家長義賣攤位

開心果日暑期補習班

康樂聯誼活動

家長茶敘

與校長
真情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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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

上年度（2017-18)PTA經費結存 227,162.47
收入 HK$
會費(2018-2019) 38,600.00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2017-2018) 14,474.00            

銀行利息 86.91                   
收 入 總 數 53,160.91       

支出 HK$
第三十六屆家教會周年會員大會費用(10/2018) 1,494.10              

親子戶外學習日津貼 (12/2018) 5,890.10              

雜項支出 2,248.00              
支 出 總 數 9,632.20        

本年度截至31/12/2018經費盈餘 270,691.18     

代管基金(結存31/12/2018)

『學校改善工程』 57,854.83
    梁中昀紀念助學金 35,143.80
    家教會獎助學金 25,483.70

389,173.51  

金  文  泰  中  學  家  長  教  師  會

 2018-2019  年 度 ( 第 36 屆 ) 財 政 報 告

1/10/2018-31/1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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