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文泰中學家長教師會會訊
會址：香港炮台山道30號 第四十八期 二零一五年七月

HK$
本年度截至31/12/2014經費結存 245,752.78
收入 HK$

0.00
收 入 總 數 0.00

支出 HK$
銀行服務費 100.00               

會訊 2,130.00            

家長工作坊 3,000.00            

家長茶敍 210.00               

親子戶外學習日 5,000.00            

開心果日 3,650.00            

雜項 3,182.00            
支 出 總 數 17,272.00      

本年度截至5/6/2015經費盈餘 228,480.78   

代管基金(結存5/6/2015)

『學校改善工程』 30,244.23
    梁中昀紀念助學金 23,084.00
    家教會獎助學金 6,217.30
    風褸基金 (28,200.00)

259,826.31  

金  文  泰  中  學  家  長  教  師  會

 2014-2015  年 度 ( 第 32 屆 ) 財 政 報 告

1/1/2015-5/6/2015

主席的話--李兆輝先生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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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中這大家庭已經十二年頭，今年有幸得到各位家長的支持而擔當了主
席這個職位，轉眼巳經八個月。這幾個月中家教會舉辦了很多的活動，其
中恆常活動包括（英文口語練習班、普通話口語練習班、協助圖書館圖書
整理），而其他活動包括（與校長真情對話、家長工作坊、家長茶敘、親
子戶外學習日、開心果日），這些活動可以順利舉行是有賴各位家長委員
及家長義工的大力支持，在此本人衷心多謝各位家長委員及家長義工的付
出，亦希望各位能多支持家教會以後舉辦的活動。



家長工作坊--張若蝶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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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快樂成長的危機                                            

作為父母，我們都希望孩子能快快樂樂地健康成長。但是很可惜，當人人都着意不讓自己的孩子
輸在起跑線上時，卻可能忽略了身邊容易讓孩子墮入的危機。家長教師會在2015年2月7日邀請了
臨床心理學家裘國偉博士到來主講「現代快樂成長的危機」，透過上網成癮這課題，提醒家長關
注孩子的上網問題。以下是講座當天的內容摘要，與各位家長一起重溫。

家長可從以下各方面觀察子女有沒有上網成癮的徵狀：
生活上，子女有沒有忽略睡眠、日常飲食和處理個人衛生而只顧上網。為要達到之前因上網而獲
得的效果，他們需加長上網時間。如因突然減少上網活動會出現的心理現象包括極端情緒化、不
安易怒等；生理方面，他們會出現不同的身體問題，包括作嘔、流汗、頭痛、失眠、胃痛、肚痛
、食慾不振等。他們會因上網而與他人發生衝突，以致各方面出現損害（包括人際、學業、其他
正常社交娛樂）。

較易習染網癮的五種青少年：
學習上經常經驗挫敗、學習經歷好、人際關係不好、自我控制力弱或生活在不和諧家庭關係中。

較易「孕育」網絡成癮青少年的家庭：
成長於溺愛型家庭、強權專制型家庭或放任型家庭。

如何幫助青少年減低墮入上網成癮的機會：
1. 父母、家庭的關懷是最重要的元素。父母不要動輒就打罵孩子，不要流露出對孩子徹底失 
      望的想法，要耐心地與孩子進行溝通。也不要忽略、放縱他們，讓他們從現實世界中經歷
      信任、指導、接納、容忍、親情，減低上網成癮機會。
2. 小心「功利主義式的管教」。
3. 與青少年訂立界線是可行的，要互相尊重，父母要言行一致，必須以身作則，鼓勵他們自
　　　我負責。
4. 善用親子時間，先整理自己的心情，把專注力要放在對方身上 (特別是情感/關係上)，避
　　　免談及功能性的事情，雙方都要無條件地用心聆聽對方。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父母應注意自己本身的情緒狀況，要努力在平和的狀態下，作平靜的
父母(Peaceful Parents)，才能幫助子女成長。



每年家長教師會都會安排家長茶敘，歡迎家長參加。此聚會除了增進家長彼此之間的溝通和聯繫

外，還讓家長分享親子溝通的經驗和培育子女的心得。另外，本會主席及委員們亦會出席每次的

家長茶敘，與各位家長交流，了解其需要，並收集意見向校方反映，以促進家校合作。本年度已

舉行兩次聚會，分別為二月七日及五月九日。在聚會中，本會主席回應家長提問，而家長們從交

談中亦對學校加深了解。期待下次聚會有更多家長參與。

五年的家長茶敘生活                                                 五文班 家長 譚綺雲

自女兒中一入讀金文泰中學後，我便盡量抽空去家長教師會舉辦的家長茶敘，為的是多了解學校

的情況，有助與女兒溝通。今年她中五了，轉眼間我已出席了五年。這五年來，我發現家長的提問原來都走不出以下五點：
（一） 午飯不好吃。（二） 通告常常很遲或不給家長簽。（三） 中一功課不多。（四） 不清楚課外活動的安排。（五） 學生愛打機，放學後不立刻做功課。

這些問題，大部份都是由中一家長提出，表示小學升上中學，不僅對學生是一個大轉變，對家長

亦是，學生要努力適應，家長亦需要。
其實不同學習階段，有不同的模式。幼稚園對學生照顧周到，小學就以管教為主，到了中學，就

開始給學生自己發揮，培養自理能力，學習建立自信和人際關係，將來他們到了大學或專上學院

，學習全部需要自發，到時家長已插不了手。
「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無論子女有多大，父母還是會視他們為幼兒，想盡力保護和照顧

他們，不想他們有半點差池。不過要成功，就先要失敗，所謂「失敗乃成功之母」，我們即使如

何疼愛子女，他們還是要經過失敗，才可從中吸取教訓，日後才會有進步。他們升上中學後，作

為家長，就要學習放手，學習忍心，學習袖手旁觀，這樣子女才會成長。不過旁觀不等於不關心

、不理會，要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實在是一門高深的學問！而家長茶敘這類活動，正可透過分

享親子溝通的經驗，交流培育子女的心得，幫助家長認清如何做一個更稱職的父母。
送上以上個人的愚見，期望與各家長共勉之！

我與家長茶敘                        
                        

     三文班  家長 倪奇香

每次家長茶敘，我都抱着興奮和期待的心情參加！除了可以瞭解多些學校運作，與不同級別的家

長多作交流，偶爾又會有邀請些專題嘉賓討論，取長補短，獲益匪淺。

茶敘中，見到家長們的熱心提問，每一次的提問都引證到他們對子女的關心和愛護，而家教會的

委員都會盡心解答，令到茶敘可以在愉快氣氛下進行。

最後，希望在日後的茶敘中會有更多的家長參與其中，共同分享，互相交流，發揮家校合作的精

神，共同努力，為金文泰中學而感到驕傲！

家長茶敘--梁燕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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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閱讀報告比賽得獎作品

親子書籍：《親親》 作者：張曉風編

學生姓名：陳可欣 (4) 
班別：中三行

試以《我的父親》或《我的母親》為題，撰寫約二百字的短文，表達你對父母親的情意。

《我的母親》

母親，一向是我最溫暖的海港，為我遮風，為我擋雨，即使是天塌下來，我心想母親亦會為我撑

起一片天，這種思想，一直在我腦海植根，未被任何事情而動搖分毫。

從我哇哇落地一刻開始，縱然懦弱的我一遇到困難或挫折，總會往您的懷裡躲，但您未曾因煩厭

而推開我，反而為我提供最可靠的保護，最強的後盾，默默支持，不求回報！

考試成績欠佳或比賽落敗後的表情雖被我努力壓下，但始終未能逃出您的「法眼」，每一次您都

跟我說：「不要緊！下次會更好！」若不是您的鼓勵，不是您永遠的支持，根本不可能有我的一

天！或許，我還停留在失敗的陰霾呢！

縱然女兒我現在並未能為您做點什麼，您亦未要求任何的回報，總是不辭勞苦，為我打點一切，

默默為家裡付出。女兒只想說一句：「媽媽，有您，真好！謝謝您！」

家長的回應：

天下間的父母親都是一樣的，就是用無窮無盡的愛去愛護自己的兒女。而作為父母親的我們每次

見到自己的兒女跌倒時都會給予大力的鼓勵和安慰。見到兒女滿懷心事，惆悵的時候，總是在旁

默默的關心，加以開解，特別是青春期階段對身邊的人和事總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作為父母親的

角色亦是長輩，亦是朋友！

親子書籍：《父親、母親》 作者：東瑞編
學生姓名：潘凝 (21)       班別：中二忠

參考本書《難以啟齒》一文，然後以《對不起》或《謝謝您》為題，寫一篇二百字以上的短文，表達你對父親或母親的一點心意。

對不起，這是我這輩子都難以向您說的話，我是一個驕傲的人，我是一個低不下頭的人，尤其是家人，因為我不想成為一個懦弱的人。
可是，我卻忽略了對不起這句話的力量，其實我知道有時候我的一句對不起便能使您不再生氣，原諒我的過錯，可是倔強的我非要與您
吵得兩敗俱傷。
我真的很想告訴您：對不起，我知錯了！每當你問我：「你知道我為甚麼罵你嗎？」其實我知道，對不起，我假裝不知，讓您費心了。
對不起，我沒能回報你的好；沒能親口告訴您那些您想聽到的真心話；沒能告訴您我其實很愛您；對不起，我沒有把想謝謝您的心情表
達給您
對不起，身為你的摯愛，卻常用這個身份的特權傷害你，對不起，我說不出對不起這三個簡單字，但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對不起，但我
愛您！

家長的回應：
看了你的短文，知道了你的心聲，我感慨不已！其實媽媽怎捨得罵你，怎會忍心責罰你，愛你還愛不過來，但我是你媽媽，既然生了你
，就有責任和義務教育你，連你以為一個「十全十美」的人，即便做不到十全十美，也會盡自己所能，幫你做到最好。

                                                                                                        永遠愛你的媽媽

親子書籍：《父親、母親》    作者：東瑞編

學生姓名：林媛 (26)     班別：中二信
參考本書《難以啟齒》一文，然後以《對不起》或《謝謝您》為題，寫一篇二百字以上的短文，

表達你對父親或母親的一點心意。
您總是說我懶，什麼事都不做，只知道依賴你。每每你這樣說，我總是會轉移你的話題或是含糊

地避開。小時候，你說我懂事，會照顧自己，然後就把我寄去別人家，出到外地去工作。看到其

他孩子都有媽媽陪着，寵着，我總是很羨慕。於這小小的私心，我總是喜歡您在身邊時，抱着您

撒嬌，依賴您，讓您知道我需要您。
我知道因為我這私心令到您辛苦，每天都做着那一成不變的家務，可是您卻沒有抱怨過一句，仍

然盡心盡力地照顧我。好幾次，見到你眼下的黑眼圈和那烏髮中的幾根白髮，我都十分的難受。

歲月在您的臉上留下點點的印記，我是多麼想和您說聲謝謝。但是，對於「謝謝」二字，我總是

覺得對家人說就太見外了，既是一家人何必如此客氣。說不出口的話，我用行動表示。在您累時

，幫您做做家務，而享受到您的讚揚，我卻會心虛，因為那是我的本份。

家長的回應：
知道你的懂事，卻希望你更加獨立，心意我收到了，現在的你只要專心讀書就好了，不用想太多

，放鬆一點，不要給自己過大的壓力，盡力就好。考不好沒關係但一定要盡過努力才好，努力讀

書吧！

冠

亞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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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家長日，家教會都會舉辦義工聚餐，為的是分享美食、分享經驗，最重要是分享快樂。
今年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多名家長帶同自家製的食品，當中有沙津、小吃、熱葷、甜品，更有即
席製作的家鄉春卷、上湯水餃及薑汁撞奶。校長和老師們也一起和我們共聚，歡樂笑聲響滿家政
室。
中國人喜圍桌用餐，一家人團聚過節是因為喜歡圓滿、團結的氣氛。家教會同人在此每天享受圓
滿美好的生活。

家長義工新春團拜--李淑儀女士

「果」燃好習慣――2015「開心果日」

當兒子還是孩童時，用膳必備生果，每天如是。做父
母的滿心歡喜，以為孩子飲食均衡，不會偏食。然而
，人漸長，懂得選擇時，取捨多了，汽水薯片當道，
生果再也不是首選。久而久之，沒有了當初的良好習
慣。
正因如此，家教會這些年來都在炎熱盛夏，各式零食
及添加飲料橫行時節，設立「開心果日」，特意提醒
每一位同學，也該吃生果了。而且在課室裡，伙伴們

一同享用，濃濃的果香，伴隨朗朗的笑聲，彼此傳遞關愛，傳播校園健康飲食訊息。而我，也為
著選購甜美的生果走訪各處。
 5月27日，清晨。鮮橙送來了，十多位家長義工相聚在家教會室，將稍有瑕疵的橙挑了出來，她
們是何等的眼明手快，以她們常到街市選購食材的經驗，驗證生果的品質，盡量將最好的留給學
生。小息的時候，同學紛至，捧著一袋袋盛得滿滿的鮮橙上了班房。
放學了，兒子回到家中，告訴媽媽，他吃到橙了。我好奇地問他：「你的同學呢？他們都能自己
剝橙子嗎?」兒子說：「可以呀!橙子鬆鬆的，軟軟的。」聽後，我倍感欣慰。
幸好，這回的橙子是東涌果店馬老闆細意挑選：汁多、肉甜和易剝。同學畢竟是在學校吃的，沒
有媽媽的照顧，亦沒有在家的方便。同時，我也感激馬老闆的「友情價」，送來的橙子又大又亮
。我更要感激家長義工的鼎力支持。我們每一位家長，都期望孩子能將吃生果成為習慣，在校、
在家，延續下去……

開心果日--黃佩研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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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五日，金文泰中學舉行親子活動，我們當天九時正出發，我們先去沙頭角鏡蓉書屋，行程
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參觀香港有機資源再生中心。該中心為全港第一間有機廢棄物管理顧問公
司，致力於協助客戶提供一站式有機回收服務，服務香港各類型廚餘生產者，包括私人公司、工
商業以及政府機構部門的客戶，提供切實可行的解決減費方案和環保方案，如「綠頂和綠化牆」
、「固定和流動式耕種」，「有機培訓及租田計劃及供應和服務」五大類範疇。

在中心的工作人員陪同下，我們先參觀太陽能發電設施，這是與中電合作的設施，共有兩台，分
別為薄膜型可屈曲光伏板 ( 非晶硅電池製成 )和高聚光型光伏板，工作人員詳細解釋每台特性、
操作和發電量等，令我們大開眼界。

接著，我們參觀水耕種植園。植物都在溫室裏培植。園區內分別種有不同種類的植物，它們不是
在泥土生長，而是固定在一條條槽內，水帶著養份流經每棵植物的根部，我們看見有生菜、白菜
等蔬菜，大家都聚精會神聽著工作人員講解，亦有同學舉手發問，我們又觀看回收的玻璃樽機器
怎樣打碎玻璃樽並自動分離其招紙。

在生態循環、魚菜共生環節中，魚的代謝排泄物經微生物分解成養份，植物在吸收養份同時過濾
水質大家都聽得著了迷。

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活動是在小賣部購物，大家都十分雀躍地買了很多東西，如健康飲品、家庭用
品和自行培植的菇。

之後，我們前往流浮山午膳，大家利用空閒時間在附近海味街購物，有的買地道小吃如茶果、皮
蛋、開心果，有的購買蠔乾、魷魚等各種海味。

品嚐豐富午膳後，我們驅車前往河上鄉美味棧頭抽專門店及豆美味豆品廠，我們只需付十元，便
可無限量任食豆腐花。當中，豆腐花有原味、芝麻和朱古叻味，而我本人亦不甘落後，共吃了四
碗豆腐花。

我覺得這個行程安排豐富，活動既有教育意義，又可促進家校合作，更可增進親子感情，參加者
皆盡興而歸。

親子戶外學習日--李子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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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容易又中秋。九月開學不久，就是做月餅季節。現將冰皮月餅家庭式簡易食譜公諸同好，讓
家長暑假在家時也可以進行親子做餅活動。

冰皮月餅（約30個）
冰皮材料：
以日常所用之飯碗（250ml）計量
糯米粉   1滿碗
澄麵     1平碗
椰漿     1碗
鮮奶     1碗或1盒屋仔奶
砂糖     3湯匙 

做法：
1、餡料：綠豆洗淨後浸2小時，放在碟或盆內，並盛水至水位與豆面，隔水蒸稔（約30分鐘），
把綠豆搓爛成豆蓉，放入易潔鑊中，並加入砂糖、油，以中火加熱，一邊煮，一邊拌勻，直至豆
蓉變稠糊狀，然後將豆蓉搓成小球，放雪櫃待用。如果豆蓉餡煮了一段時間仍未變稠，可加入1份
澄面3份水比例的澄麵水更易變稠。
2、冰皮：將冰皮材料混合，用篩過濾（2次），在易潔鑊用慢火煮熟，期間不停攪動、按壓，至
麵皮呈半透明狀且富彈性為之熟粉皮。為免出現表皮龜裂現象，煮時可加少量冰水或蒸餾水。
3、在熟粉皮取一小球，放入保鮮袋中壓平，包上豆蓉後搓成球形，放入熟粉中上粉，掃去多餘粉
後，將平滑部分放入造型餅模中按壓，之後擠出或敲出即可。                               

紫心蕃薯餡料製作（栗子、香芋做法一樣）
材料：（此份量約可做25至30粒，放雪櫃待用。）
1、紫心蕃薯1斤（600g）
2、砂糖適量（視乎蕃薯甜度）
3、鮮奶或花奶100ml，油少量。
做法：
1、蕃薯蒸至軟身，剝皮，搓成薯蓉狀。
2、加入奶、油、糖用小火煮至杰身，趁熱磋成小圓球。

糯米糍製作
糯米糍皮材料：
糯米粉      1滿碗
椰漿        1滿碗
砂糖、澄麵  各2湯匙
說明：此份量做出來的皮比較軟糯，
如想爽滑彈牙，參照冰皮做法。

做法：取適量糯米糍皮，包裹適量糯米糍餡，然後灑上熟粉。

家長煮場（冰皮月餅及糯米糍）--黃佩研女士

荳蓉材料：
開邊綠豆   半斤（300g）
砂糖       8滿湯匙
油         半碗或適量

其他材料：
熟粉：糯米粉 半碗（白鑊炒至微黃，帶有
香氣即可）

糯米糍餡料：
炒香黑、白芝麻
紅糖和椰絲，可加入果仁或花生碎。
以上材料可同一等份，或根據個人喜好
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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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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