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文泰中學家長教師會會訊
會址：香港炮台山道30號 第四十九期 二零一六年二月

主席的話--李兆輝先生

1926年官立漢文中學於育才書舍開辦，立校訓「文行忠信」。學校經歷
戰火停辦，1946年戰爭結束後，學校復辦並易名為官立漢文高級中學。
1951年，政府為紀念第17任香港總督金文泰爵士對香港漢文教學的貢獻
，將學校易名為金文泰中學。1961年，學校遷址至北角炮台山道校舍。
本學年是學校90周年校慶。九十年的歷史孕育出來的學生有超過九十年
的價值。學生從呱呱落地到背起書包上學的日子裏，家長和學校從此結
下無名的緣份，致力攜手孕育學生子女的成長。學校的輝煌歷史，是學
生、校友、教師及家長們無私奉獻打造而成。90周年校慶活動由11月校
慶畢業典禮的啟動禮開始，12月的水運會及陸運會在一片歡愉的氣氛下
完成了。水運會當天雖然天氣寒冷，在暖水泳池的微溫下，家長與同學
們奮勁的親子接力賽最能觸動我們。陸運會的親子競技遊戲，家長們全
力以赴，在比賽的過程中把久違了的運動細胞從新喚醒過來，團體無間
的合作成就了家長教師聯隊的奪標。在練習的過程中，家長們屢敗屢試
，結合集體的智慧，研究出最適合團隊的方法，最後在緊張而激烈的比
賽中勝出。家長們永不放棄的精神不正是學生子女身教的楷模嗎？
展望2016年，學校還有很多校慶活動，包括4月4日至6日的校慶藝術展、
5月20日的綜藝表演及7月10日的校慶晚宴。在緊迫的教學日程中，感謝
老師們在專業的教學外還花上課餘時間為校慶活動籌劃準備，同時亦感
謝校友們及家長們的協助及支持，因為你們無私的回饋，才能將金中精
神，薪火相傳，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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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今屆家教會主席李兆輝，今年得到各位委員的支持
再次成為主席。本年也是我在金中這個大家庭的第十二個年頭，
我會將在這裡學習到的一點經驗繼續為大家服務，亦希望各位能
多支持家長教師會舉辦的活動及成為家長義工，使家教會成為家
長與校方溝通交流的一道良好橋樑。
正值新春佳節期間，我代表家教會幹事委員會祝大家春節快樂，
身心康泰。

校長的話--馮黎妙儀校長



新委員小檔案

後排左起：鄧笑琴老師、李淑儀女士、梁燕華女士、邵錦嫦副校長、馮黎妙儀校長、張若蝶女士、
　　　　　黃佩研女士、黃佩晶女士、楊鴻飛女士、黃澤華老師
前排左起：李隆熙副校長、朱浩樑老師、方富夔老師、李兆輝先生、陳劍雄先生、趙霖光老師、
          容健鴻老師

主席   ：李兆輝先生
副主席  ：張若蝶女士、馮黎妙儀校長
司庫   ：梁燕華女士、黃澤華老師
稽核   ：李子淳先生、仇培良老師（義務稽核）
秘書   ：朱浩樑老師、趙霖光老師
委員   ：黃佩晶女士、陳劍雄先生、李淑儀女士、黃佩研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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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劍雄先生：
本人陳劍雄，兒子正在本校就讀中三，本人現職
業務員。
在過去兩年都曾經參與本校家教會的義工服務，
覺得家教會為家校合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今年，
本人很榮幸能成為家教會幹事，希望能夠進一步
為家教會出一分力。

方富夔老師：
在官立中學任教二十年後，我在去年被調派到金文泰中學任教。我
看到金文泰中學的同學對不同事物的熱情。有同學在老師教授課文
前，已經仔細地閱讀課文，然後在上課時細心聆聽老師的講解，這
就是主動學習，成果自然會好。另外，有同學在課外活動時，主動
提議改善的方法，並會領導其他同學。這樣的洞察力和主動性，就
是他們成為未來領導人的特質。興趣和主動性，是良好學習的基本
要素，希望其他同學能學習這些同學的成功因素。

黃佩晶女士：
本人是中二文班學生陳千行的媽媽，很榮幸能成
為本屆家教會委員，希望今年能與各學生家長通
力合作，推動學校發展，使本校在不同領域都能
有更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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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屆金文泰中學家長教師會委員會



活動花絮
中一新生家長迎新日--黃佩研女士

新的開始――中一家長迎新日隨筆

同樣在中一迎新日，五年前的我是心情忐忑，兩年前是內心興奮
，去年則心中躍動。經過五年的中學生涯，孩子和我都在金中共
同成長。
五年前的一幕記憶猶新，全體老師坐在台上，端莊得體，齊齊整
整。我對學校、對老師充滿期盼。兩年前，我更以義工身份第一
次迎接中一家長來到學校，角色的轉變令人振奮。在分班活動時
，我與另一位家長在課室與新家長討論他們將要面對的問題，場
面熱烈。在沒有老師的輔助下，這是一次具挑戰性的新嘗試。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九日，中一新生家長迎新日中，我們負責準備
茶點，安排接待，還要在禮堂的分班活動中，和班主任一起與中
一家長傾談。我們這些資深家長要帶領新義工組成團隊，協助老
師，回答家長的提問，讓家長更了解學校的運作，幫助學生適應

新的學習環境。
九十個年頭，寒來暑往。每年的盛夏，都是金中迎新的大日子。我們為你而來，家長為孩
子而至。我們都有共同的心願，孩子可以融入金中的生活，家長可以進入孩子的心坎。
過去的，是一個經歷，一份磨煉，一種體驗，迎接的，是一個希望，一份期待，一種動力
。願我們在每一個新的階段都有一個創新的起點。

敬師日--黃佩研女士老師，我們銘記於心――敬師活動2015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滿園碩果，觸手可及。我們的老師在默默耕耘，我們的孩子正在
沐浴春風，我們的家長在與孩子分享成果的同時，對老師的濃情厚意，不僅是這一代人
，而且更是世世代代的感恩。
二零一五年九月十日，在金中禮堂的集會中，舉行了一個簡單而隆重的敬師儀式，學生
代表向班主任致送了心意卡，一眾義工家長站在台上向全校教職員表達心意。家長希望
藉此給站立着的幾百位同學一個以身作則、言傳身教的學習機會。在學校，老師是學生
的典範；在家裡，家長是孩子的楷模。家長的行為影響着孩子的心態。因此，敬師由家
長做起，更是理所當然。
一位即使請假也來參加敬師活動的家長，她的言行讓我感動。她說：「金中是一處充滿
正能量的地方。感謝校長在管教孩子方面的諄諄善誘，給予她正面的信息，無限的支持
；感謝老師對她那頑劣孩子的特別關顧，老師肩負著有教無類的天職。學校對他們家庭
付出的比別人多。她和孩子都要在未來的日
子加倍努力，讓老師更有教育的成功感。」
那是肺腑之言，是對自己和孩子警醒和鞭策
，也是對老師的勉勵和推動。她為孩子，也
為自己再次燃點了希望。
敬師活動當天，學生會聯同家長教師會向每
一位老師致送了紀念品―― USB（快閃記憶
體）。一份小小的禮物，卻滿載着家長對老
師的情誼和謝意，亦代表着學生對老師的推
崇和敬意。同時承載着老師對學生薪火相傳
的恩情。這份小小的心意，每時每刻都記錄
着老師為我們的孩子奉獻了人生中最美好、
最寶貴的年華。
老師，我們銘記於心！ 3



家長茶敘--楊鴻飛女士

我很開心有機會參予最近的家長茶聚，真是天下父
母心，大家都很關心子女在學校的學習生活。今次
活動共有二十幾位家長出席，由資深家長及校友張
若蝶和 Anthony陳劍雄先生幫忙主持，帶起開心氣
氛。活動中，大家有傾有講，話題都是圍繞小朋友
的學習情況、考試成績和行為情緒等等，大家都希
望可以多些家校溝通，幫助孩子健康開心成長！
茶聚中大家都勇於發言，講出自己疑問，有家長擔
心某科目太過活動教學，會影響成績；有家長則反
映小孩經常遲出門，而沒有收到遲到通知；有家長
擔心小朋友功課過多，而經常晚睡，影響健康；有
家長希望學校能多舉辦拔尖補底課程，如有機會，最好聘用已畢業的校友做補習導師等等。
幸好若蝶和 Anthony及很多家長都樂意分享自己的心得，釋除部分家長的疑慮，更鼓勵各家
長多些參與家校活動和義工服務，使他們有更多機會聯絡學校和老師，如「與校長真情對話
」等活動都令很多家長獲益良多。
本人覺得各家長經過這次茶聚活動後相互了解更多，交流間也有很多得著，期望下次再聚！

與校長真情對話--張若蝶女士

為了加強學校與家長的溝通，讓家長更了解學校
的發展路向及子女的學習情況，本會於二零一五
年十一月二十日晚上六時三十分舉行了本學年「
與校長真情對話」，當中合共有二十多位家長出
席是次活動。活動中，馮黎妙儀校長、李隆熙副
校長和張若蝶女士分別解答家長關心的項目及作
出分享，校長亦展示出學校整體團隊不斷努力的
成果，盼望家長也能作出配合，讓家校攜手合作
，令孩子健康地成長。

本人聯同校長、教師、同學和各家教會成員參與
了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四日舉行的東區學校升
中巡禮，當天有眾多小六家長踴躍向我們查詢，
我們亦一一解答他們的疑問，使他們更了解本校
的辦學宗旨和理念。

東區升中選校巡禮--黃佩晶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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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運會--劉麗影女士

雖然加入家長教師會已一段時間，但礙於工作
繁忙，未能抽空參與家長教師會的每次活動或
聚會，未能為大家出一分力，作出一些貢獻，
心裡始終有些歉意。
我很高興於2015年12月18日（星期五）能成為
其中一份子參與一年一度的陸運會，今次的參
與令我覺得很特別，很開心，很難忘。容我在
此抒發一下對是次陸運會的感受，亦希望都能
為大家鈎起一絲絲的回憶。
雖然早上不在陸運會場地，細心的家長阿Yan 
，特意帶來薑紅茶，為的是讓大家保暖，以免
著涼，她的善意令大家很溫暖很窩心。據知各
義工家長在早上已齊心合作參加競技比賽，在
校長的領導下，家長的同心合力，家校合作，
終於勇奪獎牌。正值今年是學校90週年，那枚
獎牌是特別有意義，值得紀念。
在家長教師會的安排下，家長難得可以共進午
膳，大家都滔滔不絕，交流育兒心得，談天說
地，真是不亦樂乎！
作為這大家庭的一份子，我亦準備好26份小小

的心意給每位家長，一枚手造曲奇獎牌，上面寫上「WIN」，希望藉此表揚他們的積極參與，
感謝家長教師會各委員的貢獻，在我心裡他們即使沒有參與賽事，已經「勝」出了，是值得
大家學習的榜樣，值得鼓勵。我感謝各家長讚賞，熱烈地及欣然地接受我小小的心意，我心
裡興奮得有點激動。
午膳完畢後，各家長的熱情未減，大家都嚷着及期待參與特別為90週年而設非常有意義的 
900 米長跑活動，真是很熱鬧，又一證明他們的積極投入，比賽結果是其次，重要的是友誼
的可貴。他們相處融洽，歡天喜地地跑，只見他們歡樂的笑臉及聽到他們的笑聲，令我懷緬
過去，以為自己回到學生時代的那些年，同學們參加不同的賽事，為的是比賽勇奪獎牌，大
家互相拍照留念，眼見家長的雀躍，可能大家都忘了自己是出席子女們的陸運會呢！
最後還要多謝 Candy，在賽事進行中，一邊跑亦不忘以她專業的攝影技術去捕捉及留下各人
的倩影，事後她還把當天活動的照片，製作了一段短片，為我們留下美好的回憶，使我們隨
時可以再陶醉、回味當天的一切。
明年的陸運會，你可有興趣參與？一齊來親身感受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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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運會--呂李淑儀女士
2015年的暑假因為陪兒子去泳池練水，我也在旁邊操練
泳式，鍛煉身體。即興的問問孩子，我可和他一起參賽
學校的水運會？他簡單的回答：「好。」         
我自知泳術不好，亦不想失禮人前，從電話簿找回十年
前教導我游泳的教練的聯絡方法，請其再次指導我。自
九月開始我每星期練水兩次，希望可將勤補拙。但兒子
卻對我說輕鬆面對比賽就可，不用太緊張。終於在90周
年水運會中順利完成賽事，能和兒子一起在頒獎台領獎
是愉快的事，也是我倆共同的美好回憶。兒子還約我明
年一起再參賽呢！



新年掛飾製作

新年到了，家長們學習製作新
年掛飾，增添節日氣氛。

最後一次的羽毛球同樂日終於結束。雖然只有三次聚會，我們都十分感
激家教會李淑儀女士的策劃及學校的慷慨，安排各位作羽毛球練習。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及照顧孩子的壓力下，大部份家長均沒有作適量運動
，更遑論和其他家長一起參與。舉辦羽毛球訓練活動的困難在於沒有合
適的地點，家長的時間也未能配合。幸得家長教師會協助成全今次活動
，難能可貴。
這次聚會吸引了不少家長參加，運動之餘，又能鞏固大家的關係。我們
都十分期盼家長教師會能再接再勵，多舉辦羽毛球同樂日。

康樂聯誼活動--羅桂菊女士

親子戶外學習日--陳劍雄先生

很冷，今早起床時感覺真的很冷。 1月24日
，這是香港近這50年來氣溫最低的一天，但
碰巧這一天也是我兒學校，金文泰中學家長
教師會舉辦一年一度的親子旅行日，很高興
大部分已報名的家長們都帶著他們的孩子無
懼嚴寒的天氣準時出席活動。
這給首次負責籌備家教會活動的我打了支強
心針。從籌備這次活動中我體驗到學校、家
長的相互合作精神，亦感受到學校給予的支
持才令這次活動順利進行。 
而整天活動的過程中更見到校長、副校、老
師、學生和家長的互動，雖然整天都下著微
雨，至使一些戶外活動不能如期進行，而當
大家集中在室內活動時，看到很多家長跟他
們的小朋友都玩得非常開心，同時校長及老
師們亦跟大家玩得非常投入，想想這可不是
能在學校裡經常見到的情景。家長教師會非
常需要我們家長的意見，希望在下次家長教
師會的活動中，能見到你們的參與。
明年的陸運會，你可有興趣參與？一齊來親
身感受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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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義工服務--梁國基先生
《贏在起跑線》

這是一句近年廣入民心的電視廣告口號，並深深印在望子成龍的家長
的腦海裡。廣告潛意識地提醒家長，要讓孩子在競爭中處於最有利位
置，例如讓孩子比其他孩子能及早準備，又或提升他們的思考能力使
他們佔有優勢等等，以期勝出任何比賽。但是，現實真的是這樣嗎？
這短短的五個中文字，已足以引伸出一大堆思考，讓我們家長好好的
去想一想呢！
「贏」是在集體比試中定高下而取得優勝的一方。我們的子女在學習
路途上，的確要面對一連串無窮無盡的比試，他們將來的人生亦當如
是。打個比方，在一個40人的班級裡，年考第一的就贏了39人，年考
第2就贏了38人而輸給1人……如此類推，同學們在班級中便這樣的作
出比較。那麼「贏」真的就是這樣簡簡單單的在群體中去計算孩子的
位置嗎？每年總會有同學考到第一名和考到40名，那麼，考第一就真
的贏了世界？考第40名就萬劫不復？

世界本來就擁有着多元性。每天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花草樹木在地上盛放着，天空海裡亦孕育
着不同的生物。物種之間其實沒有誰比誰優勝，沒有誰比誰領先，它們只是各自循着自己既有
的生命階段去成長，最後建構出這個美麗多元的世界。那麼，如果將這個40人的小班級，放在
世界裡，算得上什麼呢？第1名和第40名其實已經再沒意義了。
大家倒不如多看一看我們的孩子。他們會是哪一種花？哪一種魚？我們就順著他們的能力和性
向，讓他精采地，快活地成長，亦順道告訴孩子他們要贏的地方，究竟在哪裡？他們要贏的，
其實只是他們昨天的自己。
「起跑線」告訴我們從哪裡起步，奔向終點。如果著眼於到達終點的距離，越接近終點的起跑
線，理論上就真的擁有絕對優勢嗎？我看不然。走在捷徑上，孩子往往已錯過一些美麗的風光
，亦錯過很多可以鍛鍊自己的好機會。就算孩子比別人先走到終點，那只是孩子自己所訂的目
標而已。別人孩子的終點，由始至終未必跟你的孩子一樣。孩子之間，又有什麼值得比較呢？
我不認同「贏在起跑線」，但樂於見到任何人（包括自己），在任何時間「衝過終點線」的每
一刻。因為達成訂好目標的每位跑手，是很值得大家去鼓掌和歡呼呢！
這不是一篇如何教育孩子的文章，我也絕不是什麼專家。跟你們一樣，我只是一個學生家長。
唯一多一點的，就是我有幸在這所中學裏就讀和畢業。
在這幾年，我也有回校替同學們練習一下英文口試，為母校盡一點綿力。在和同學練習當中，
我可以清楚告訴你們，由始至終我看不出同學之間任何的勝負，而我所看到的，只是一個又一
個昨天的我，在這優秀的校園裡茁壯成長。他們擁有的，其實就是無窮無盡的可能性。
因為機緣，少年時我錯失了再升學的機會，但也因為機緣，今天我可又再重回大學校園裏學習
。所為的已不是個人的升職加薪，今天我發覺，只要在書海裏，我就會樂在其中。好朋友曾勉
勵我「腹有詩書氣自華」，正正就是那股學習上的滿足，好讓我知道只要書緣一到，從來是沒
有遲與早，勝與敗的分別。
金文泰中學的同學，的確擁有各式各樣的美麗。就請各位家長多點欣賞，鼓勵和支持他們啊！
共勉之。

多謝以下家長義工，在2014-2015學年對家長教師會的協助。
（以下排名不分先後。）

　　　　　　　　　鳴謝

李兆輝 張若蝶 梁燕華 周敏莉 陳荔 李子淳 李淑儀 

楊鴻飛 楊孝娥 馬漢祥 黃少禮 梁國基 李潔儀 楊麗娜 

趙偉霞 黃蕾 陸葵 柯麗萍 謝秀梅 許琼芳 郭翠萍 

陸蕙芳 蘇婉玲 何桂貞 李琼 呂愈安 陳劍雄 横井ルリ子 

黃佩研 陳飛雪 崔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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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HK$
上年度(2014-2015)PTA 經費結存 184,521.99
收入 HK$
會費(2015-2016) 39,650.00           

家校合作委員會資助(2015-2016) 13,629.00           
收 入 總 數 53,279.00     

支出 HK$
第三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10/2015) 1,794.00            

雜項支出 2,168.00            
支 出 總 數 3,962.00       

本年度截至31/12/2015經費盈餘 233,838.99   

代管基金(結存31/12/2015)

『學校改善工程』 35,889.23
    梁中昀紀念助學金 25,869.00
    家教會獎助學金 5,560.00

301,157.22  

金  文  泰  中  學  家  長  教  師  會

 2015-2016  年 度 ( 第 33 屆 ) 財 政 報 告

1/10/2015-31/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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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家長
新年團拜

家長工作坊

� � � 開放日
家長展覽攤位

開心果日

暑期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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