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文泰中學家長教師會會訊
會址：香港炮台山道30號 第五十二期 二零一七年七月

歲月悠悠歲月情

吾之家教會主席任期即將屆滿，臨別依依，感觸良多。

憶往昔，首度當選，心情忐忑；歷任幹事，議事辦事，小心行事；
及至去年，敬師致辭，緊張之至，聲音顫抖；後任主席，初持會務
，議事論事，存有粗疏。凡此種種，那份情勢，不堪回首。

看今朝，幾經歷練，內則無愧，外則融和。感恩知遇，良師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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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陳黃佩研女士

成其美事。感謝校長，積極進取，推動新事，事利必行。強大氣場，我心踏實。感謝副校，凡
事盡心，從旁協助，共渡難關。感謝幹事，教師家長，四屆數任，諒解包容，勉勵信任，揚善
正弊，甘苦與共。若非如此，吾又焉能揮灑自如，有所為有所不為。                        

最要感謝，歷屆義工。大小活動，籌備充足，恆常安排，周三有約。我們風雨同路，並肩而行
。黑雨當日，你們堅守崗位，深深感激，誠誠敬意。你們恆久堅持，無私奉獻，孩子學習，處
處楷模。只因有你，會務發展，承傳延續。學校之豐厚資産，家教會之寶貴資源，非你莫屬。

義務工作，多年體驗；親子心得，與眾分享。吾將卸任，使命猶在，家長教育，事在必為。

家長教師會乃眾人之福地，我們此間學步成長，修為之至，終身受用。那份情懷，可堪回首。

家長教師會有如潮水，潮漲也好，潮退也罷，總不會現一潭死水。有賴會眾支持，攜手合作，
歲月洗禮，動力泉源！

家校合作，任重道遠。去者已矣，來者定能一如既往，致力推動，共求發展，惠及家庭，福澤
學子。

幾番磨煉方成器，經年耕耘自見功。今日乘風送君去，他朝明月逐人歸。



今年是我第二次有機會負責家長教師
會舉辦的親子戶外學習日。這次活動
地點我們選擇了西貢北潭涌渡假營。
今天的天氣較去年戶外學習日好，大
部分家長都帶著他們的孩子準時到達
學校，在大家準備出發時，為我們準
備遊戲禮物的李副校尚未出現；嘗試
了幾種方法聯絡李副校都未能成功，
大家都在擔心副校是否發生意外，後
來有老師傳來消息，我們才得知原來
李副校昨晚深夜開始發燒，今早未能
起床。這時家長義工們馬上發揮合作
精神，到附近的超市買了些小零食作
是日遊戲獎品之用。

而全日最令我感動的是在我們到了營
地不久之後，李副校帶病到達營地。
當下，我覺得同學們十分幸福，因為
他們能有這樣有責任感的老師教導他
們。

此外，整天活動的過程中更見到老師
、學生和家長在遊戲中的互動互助，
見到很多家長跟他們的小朋友都玩得
十分開心，同時老師們亦跟大家投入
遊戲，歡笑聲此起彼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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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點我們家長
的意見，十分希望下次家長教師會的
活動，能見到你們參與其中。

親子戶外學習日--陳劍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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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盆菜宴--呂李淑儀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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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家長教師會於2月24日舉行新春盆菜宴，我和陳副主席再次擔任司儀，當晚有抽奬、遊戲
及家長與教師一起高歌，把現場氣氛推至高峰。美味的食物、愉快的氣氛，還有部分中六同學
在他們最後一天的上課日來參與我們的聚會，使這晚更加難忘！來個大合照，留住這刻吧！



家長義工新年團拜--謝華超女士

新春團拜，是各行各業的團體在新一年舉行的迎新聯誼
活動。為了加強家長與老師彼此之間的聯誼和溝通，金
文泰中學家長教師會亦不例外，在校長、老師及家長教
師會各委員的策劃下，選在2月26日於學校的家政室舉
行。

當天參加的人數大約有五十餘人，包括有副校長、各位
老師、家長義工和學生。由於當天是學校派成績表的特
別日子，所以同學們拿著一份份成績單與家長和老師們
分享過去一年的默默耕耘和辛勤得來的成果，與校園生
活的趣事……

家政室的另一處，有幾位家長即席大展廚藝，製作各式
各樣的美食，其中有肉醬意粉、壽司、雜果拼盤、雜果
蛋糕、叉燒包、白切雞、涼拌菜、生炒排骨、咖哩魚蛋
、咖哩牛腩、八寶飯和關東煮等等，不盡全錄……整個
團拜猶如一個五星級中西自助餐。回想起當時的氛圍和
感染力都有些意猶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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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日家長義賣活動--林淑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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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學校開放日於3月10日完滿結束，本人第一次
參與金中家長教師會義賣活動，心情十分興奮。本人當
日負責的義賣攤檔中義賣的物品及食物包括廚房用品、
家電和形形色色的小擺設，還有極受來賓歡迎的愛心壽
司、色彩繽紛的啫喱糖和即場制作香脆可口又健康的蜜
糖芝麻餅。

當天，家長義工們大清早便到了學校的家政室作預備工
作，有的煮飯，有的切食材，有的負責調味。在一片歡
笑聲下，大家樂融融地預備壽司及啫喱糖。到了中午，
各義工一起享用自家預備的美味午餐，同時互相分享煮
食心得。大家都度過了一個非常愉快和充實的開放日。

家長工作坊--陳劍雄先生

療師，主題是「父母如何成為孩子的強大後盾」。今次出席的家長人數
有41人，把整個演講室擠得滿滿的。今天的家長都面對著社會的急速改
變，科技在每日都在改變人類的思維，孩子們同樣地因人生經歷不深而
未能面對或解決一些問題，相信很多家長在教導子女方面都有著極大的
困難。

今次講者就著今日年輕人及家長如何處理這些困難提出了很多有用的意
見及一些實例，希望可以帶給大家一些有用的方法。講者更利用一種互
動問答的方式與家長們對話，帶動大家盡量利用這個時間說出自己的問
題，使講者更了解家長們所面對有關教導子女的難題而一一給予意見。
此外，有些家長亦將自己一些成功經驗在現場說出，給予其他家長作參
考。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舉辦的「家長工作坊」已
於2017年5月5日下午舉行。今次請來主持講
座的嘉賓是一位註冊輔導心理學家及家庭治



親子閱讀報告比賽得獎作品

親子書籍：《父親、母親》    作者：劉以鬯等

學生姓名：伍敏儀       班別：中二文
《謝謝您》

母親，謝謝您一宜呵護我，令我衣食無慮。寧願自己省吃省穿，也要把好的留給我。謝謝您，給

我無微不至的愛。記得那一次，我發燒進了醫院，您一宜擔心我。在晚上時，您一直細心地照顧

我，一直守在我身旁，自己卻不能好好睡覺。直至我早上醒來後，我還是看見您拿著手帕給我擦

去額頭上流出的汗。小時候，我總是認為您經常偏心弟弟，不會顧慮我的感受。但當我懂事後，

才明白您一直都是一視同仁。每當母親節我總想送您禮物時，您總是說只要我好好學習和做個懂

事的人，這就是您最好的禮物了。也許現在的我還不能送您一份最好的禮物，但長大後，我一定

會好好報答您的！

家長的回應：
讀過女兒的短文後，覺得很欣慰。作為一個媽媽，為兒女付出一切，是不度回報的。希望她長大

後能夠做到一個有責任感，肯承擔和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冠

亞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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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書籍：《父親、母親》 作者：劉以鬯等
學生姓名：鄭伊諾          班別：中二信

《對不起》

曾經，我認為我已經長大了。可是，我錯了，我並沒有長大，但當我回顧以前，真正意識到的時候卻再也彌補不了當初的遺憾了。
曾經，不懂事的我總認為母親讓我讀好書，考好成績，是為了能在別人面前炫耀一番，但我發覺我錯了，我竟沒有發現母親只是想把最
好的「財富」給我。因為她認為知識就是給子女最好的「財富」，無人能掠奪。但卻因為我的不懂事，把母親這顆為子女著想的心扭曲
了。
曾經，不成熟的我總埋怨母親一次次把我和別人作比較，再一次次的數落我，我只知道自己當時的不甘和怨恨，但卻未曾發現母親只是
用了另一種方式去激勵我，
母親為了激勵我不惜被我怨恨，卻只為了讓我以後努力一點。因我的無知，把她那一顆拳拳愛女之心傷害了。
可是，現在細細想來，我的不甘與怨恨都如過眼雲煙，和母親所承受的那些苦相比，又算得上甚麼呢？雖然已無法彌補過去的遺憾，但
容我對您說一聲「對不起」。

家長的回應：
為人父母，總想把自以為最好的給予子女。這實由於自身文化知識及素質方面的匱乏，更加不希望女兒有這個遺憾。但事與願違，作為
母親，我沒有用最恰當的方法，如以朋友身份與之相處，或逆易地而處，從女兒的角度思考等方法與女兒溝通，導致女兒當時有些反感
，這是一個母親的遺憾與不足，我也應該反省，同時也向你說聲「對不起」。其實，父母與子女應共同學習，同步向前，融洽交流，才
能了解彼此的想法，共同營造一個和諧溫馨的家庭。

親子書籍：《親親》 作者：張曉風編

學生姓名：李樂怡   
班別：中三文

《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比起說母親，更像是朋友。

我的母親，比起同歲的人，要俏皮得多。好會因為小事而驚喜地大叫，會化美美的妝，也愛聽年

輕的音樂，有時愛做瑜珈。

小時候感覺母親是一片天空，又大又寬又有力量。現在母親臉上笑出來的魚尾紋，無王提醒我她

在變老。不過，要是我看見了菩薩，那一定是母親的模樣。

母親半夜總會起來，或上廁所，但更多的是幫我蓋被子，或幫我驅趕折騰人的蚊子。天知道我小

時候本來睡在沙發上，後來到底是怎樣回床上的。反正第二天醒來，雖然窗外刮起北風，我卻被

厚厚的被褥裹得密實。

母親越來越像外婆，沒事老愛自己叨叨，我老取笑她，笑完之後，才覺心酸。我想：要如何阻止

你越來越像外婆呢？是不能的。或許過完此生，你且在黃泉路上等我一會，我們在奈何橋邊約定

，媽媽，你辛苦了，下輩子換我做母親吧。

家長的回應：

我的女兒，我關心你，照顧你是作為一個母親的責任。你能體會到這些媽媽真的很開心！在漫長

的人生路上，總會遇到很多挫折、困難，我希望你養成獨立思考的好習慣，勇敢面對困難。快快

成長吧！爸爸媽媽永遠愛你，支持你！

加油！你是最棒的！



與校長真情對話--陳黃佩研女士

別去來兮總是情
　　      ——與校長真情對話隨想

我的兒子，今年暑假行將畢業。在過往的六年期
間，我經歷了與兩任校長的真情對話。

忘不了，前任羅李瑞華校長的一些細味人生的故
事，學校的有情教育，賦予我們的治學經歷，不
僅在於學生，亦在於家長。

忘不了，孩子的心靈，家長的心坎，馮黎妙儀校
長寫下的是色彩斑斕，永不磨滅的痕跡，這痕跡
也影響著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孩子。

忘不了，家長的真情剖白，對新教育制度的疑慮
，對教與學的迷思，對孩子前途的困惑，以及對
學校充滿期盼寄以厚望，令人反思，讓人理解。

忘不了，家長的友情分享，就與孩子定立的自我
管理家規現身說法，公諸同好，凝聚家長的大愛
，以小我成就大我，感受至深，使人感動。

忘不了，我們真情的對話，我們與金中彼此關顧
，情感深厚，金中的淳樸善風，濡染吾家。

當我們離開後，無論閑暇，或是學校的大喜日子
，總想回來看看校長，看看老師，看看那熟悉的
校園。

啊！別去來兮總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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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果日--何桂貞女士

康樂聯誼活動--梁燕華女士

家長羽毛球活動

回想六年前的迎新日，在問卷調查填寫了對羽毛球活動有興趣，過了不久，收到現任家長教師
會顧問楊孝娥女士來電，表示可參與康樂活動——家長羽毛球活動，場地由校方提供。在活動
中認識了很多家長，身體亦健康起來。家長們除了在校內打羽毛球外，還會相約聚會聯誼。這
六年間，能夠與家長們一起參與該活動，過程中十分愉快，希望今後能讓更多家長參與，一同
分享當中的樂趣。

本年度下學期家長教師會康樂聯誼活動——家長羽毛球活動，已順利完成，四次活動中，家長
們十分感謝校方借出場地。活動除了增強體能外，也是家長聯誼的機會，期望該活動能繼續舉
辦。

孩子們，你們要好好學習，感謝父母對你們的愛及付出！

金文泰中學家長教師會於5月31日舉行了一年一
度的「開心果日」活動。這一天早上，不管是
住在遠處的家長義工，還是住在學校附近的家
長義工都早就齊集學校，為這個活動做準備。
家長們分工合作：挑選的挑選、清理的清理、
點數的點數、入箱的入箱，大家都樂此不疲，
為的是要把最甜香的鮮橙送到全校教職員及同
學們的手上。這一天我因要工作而需提早離開
，但從群組相片中看到各班代表來到家長教師
會室，笑嘻嘻地領取自己班的鮮橙時，頓時為
自己有機會為此活動出一分力而感到高興！

這天早上還有一件很窩心的事情，家長教師會
主席黃佩研女士特意為我們一眾家長義工帶來
了自家製造的奶凍、咖啡凍及桂花凍！嘴裏品
嚐着冰凍的甜品，心裏卻有說不出的暖意。

還未參與過義工活動的家長們，若有時間也快
點來加入我們，感受一下當中的喜悅吧！



普通話會話訓練義工感想--楊麗娜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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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家長教師會的義工組長Yvonne Yu 請我們幾個普通話的義工家長寫一些感想。老實說
，我在金文泰中學做了義工已有六個年頭，我的孩子今天已是中六的畢業生。我們學校的
義工人數是很多的，這正正體現了家校合作的良好精神，在這裡也借這個機會向校長、副
校長和老師們致以最高的敬意，感恩您們選擇了這個神聖的職業（在我的心裏，老師是非
常神聖的），因為你們所培育的是社會的末來，是國家的希望。在此我向你們致以最高的
敬意。

回歸正題，在這幾年擔任普通話會話訓練義工的經驗裡，我們金文泰中學的學生的普通話
算是很好，大部分都說得不錯，只有極少數差強人意。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演講的題目
是「我最喜愛的節日」，其中一位同學說：「我最喜愛的節日是清明節。」當時我有點詫
異，大部分的同學都是說新年、聖誕節、中秋節等等歡慶的節日，很少人會喜歡「清明節
」這個節日的。我記得當時他說了可以和親人一起登高、一起拜祖先、一起吃飯等等這些
事情，雖然說得並不是很圓融，但我卻給予很高的印象分。之後，我跟那同學說：「我很
喜歡你的觀點，因為清明節是我們中國一個體現孝道的重要節日，是讓我們慎終追遠、緬
懷先人、孝親尊師……這是弘揚我們中國人的美德的節日。」

我們用拜祭祖先的儀式來感懷先人的恩德，也用
這樣的行為來教育我們的孩子，我們待已故的親
人都如此恭敬，何況是在世的父母、公婆。沒有
祖先何來父母？沒有父母何來我們？所以這是一
個教導子女孝道的良好機會，不要等到「樹欲靜
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一個人如果懂得
孝親，那他也一定會尊師，一個懂得尊師的人，
那他肯定是一個好學生，一個好學生，將來就會
有好的成就，那他必然對社會有所貢獻，乃至對
國家，對全人類有所貢獻！所以「孝」是一切的
根。

最後，向世界上所有無私的教育工作者致以無上
的敬意！因有您們，文化得以流傳；因有您們，
文明得以進步；因有您們，英才代代輩出！感恩
有您們！



I was invited, along with a few other parents, to volunteer as an English 
oral assessor for Form 3 students earlier on. The assessment sessions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得知金文泰中學家長教師會誠邀家長義工協助
中三同學英文TSA 口試練習，自問英語能力雖不流利，但也還不至於
太差，應該可以為學生們付出一分力「十卜十卜」！就是這樣，我便

英語會話訓練義工感想

曾佩英女士
自告奮勇參加了這次義工服務。

當收到有關中三同學英文TSA 口試的資料後才發覺真的不簡單啊！我們要如老師般按照同學
們的口試練習逐一評分，當中包括演講內容、眼神接觸、詞語發音、身體語言等。在整個義
工服務過程中，我看見每位同學生都很努力及珍惜學校給予的練習機會，作為義工的我及其
他家長無不認真地耹聽、仔細地評分及耐心地指導每一位學生，當然最重要的是我（不知其
他家長義工是否也如此）像傳授秘笈似的竭盡所能將一身所學的演說技巧傾囊相授予每一位
有緣學生。 

作為家長義工的一份子，我很享受這個寶貴的機會與學生們一同努力；作為學生的家長，我
亦在此衷心感謝其他家長義工抽出寶貴時間幫助各位同學。

were held around half an hour before classes start in the morning. To be honest, I don't know what to 
expect. The kids would have to come in reasonably early-would they be half asleep? How much prepara-
tion would they have done beforehand? How comfortable would they be to speak in English in front of a 
stranger?

The assessment sessions were held at the school library. Each assessor was given an assessment form to 
document scores and comments for each student. I was told that I could fail a student if he/she was unable 
to present his/her piece in an acceptable manner. I was so glad that I did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at!

I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by the students I met. They were all bright and fresh despite the early morning. 
They were also well prepared in terms of the topic and a few took it to the next level by considering the 
implementation aspects in their speech. In my opinion, eye contact and intonation were two main chal-
lenges which could be resolved through practice and listening. Chinese is monosyllabic (that is, each word 
consists of one syllable only) while English is not thus presenting issues to Cantonese speakers.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interact with the students and I hope the students enjoyed the learning experi-
ence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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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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2/2016家長教師會經費結存 238,685.61
收入 HK$
新春盆菜宴餘款 (2/2017) 1,090.10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13,767.00            
收 入 總 數 14,857.10       

支出 HK$
第三十四屆家教會周年會員大會費用(10/2016) 957.00                 

親子戶外學習日津貼 (1/2016) 5,632.80              

會訊 (2/2017) 2,130.00              

家長工作坊（5/2017) 1,900.00              

家長茶敍 (12/2016) 233.70                 

開心果日(5/2017) 3,500.00              

16/17學年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退款 4,800.00              

雜項支出 2,345.00              
支 出 總 數 21,498.50       

本年度截至30/6/2016經費盈餘 232,044.21     

代管基金(結存30/6/2016)

『學校改善工程』 42,209.23
    梁中昀紀念助學金 28,144.00
    家教會獎助學金 14,954.10

317,351.54  

金  文  泰  中  學  家  長  教  師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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