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安當小學
家長教師會通訊

會徽寓意
會徽兩旁是一對強而有力的

手，左面代表教師、右面代表家
長，兩者同心合力保護著中央的
小樹苗—學生；下面是一本
書，代表學習和學校。整個圖像
寓意家長和教師是伙伴關係，共
同為下一代勞心勞力，讓同學在
肥沃的土壤裏扎根和茁壯成長。

地址：九龍油塘道壹號 電話：2348 4283              傳真：2349 6371 網址：http://www.saps.edu.hk 電郵：sapspta@yahoo.com.hk

職位 教師委員 家長委員 就讀子女姓名 ( 班別 )

顧問 羅偉國校長

主席 張志雄先生 張寶婷 ( 五義 )

副主席 王伊芬副校長 樊偉德先生 樊穎敏 ( 五禮 )

文書
馮國麗主任 林輝煌先生 林海琪 ( 四仁 )

林開心 ( 三智 )
李綺雲女士 鄧欣桐 ( 六信 )

司庫 許雪怡主任 鄧小萍女士 張潁敏 ( 六義 )

康樂

劉國權老師 張  璟女士 彭若桐 ( 四智 )

黃靜榕老師 周熱晶女士 談楚鈺 ( 二義 )

莫珮詩老師
聯絡 吳鳳霞老師 冼美鳳女士  冼卓敏 ( 六仁 )

冼卓雅 ( 五智 )
何慧儀老師 陳健兒女士 麥詠恩 ( 五仁 )

總務
李妙琼老師 李彩萍女士 譚嘉朗 ( 五忠 )

朱慧蘭老師 羅寶嬌女士 張礎琳 ( 五禮 )

  家長代表
校政執行委員會    張志雄先生    樊偉德先生

午膳服務招標及監察委員會    李彩萍女士    周熱晶女士

校車服務招標及監察委員會 樊偉德先生    張  璟女士

校服服務招標及監察委員會    林輝煌先生    陳健兒女士

書簿服務招標及監察委員會    冼美鳳女士    羅寶嬌女士

「家長教師會」第十一屆常務委員會

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選舉日

 家長教師會委員

就職典禮暨燒烤會

編輯小組： 
顧問：羅偉國校長   統籌：李笑容修女

本期編輯：李妙琼老師   朱慧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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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0-12/2010 毛筆基礎入門書法班 (P.3-P.6)

9/2010-1/2011 武術興趣班 (P.1-P.2)

9/2010-1/2011 小型網球興趣班 (P.3-P.4)

10-11-2010 義工招募

05-12-2010 家教會親子旅行 ( 大棠荔枝山莊一天遊 )

11-12-2010 親子玫瑰花製作

22-01-2011 親子賀年孔雀製作

2/2011-5/2011 毛筆基礎入門書法班 (P.3-P.6)

2/2011-5/2011 小型網球興趣班 (P.3-P.4)

2/2011-5/2011 武術興趣班 (P.1-P.2)

26-02-2011
第十一屆常務委員會

就職典禮暨元宵燒烤大會

26-02-2011 親子馬賽克精品

19-03-2011 親子紙品手工藝

23-04-2011
復活節親子歡樂日營

( 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 )

節目預告 家長義工小組聚會、親子興趣班、

手工藝班、小食班、陶藝班

一至三年級敬師日

四至六年級敬師日

親子旅行-大棠荔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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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三年級敬師日

四至六年級敬師日

親子旅行-大棠荔枝山

家長教師會復活節

親子賀年孔雀親子紙品手工藝

家長義工小組聚會

各位家長：

大家好！暑期將至，你的子女又即將升級了！緊張？擔心？還是很放心？明白的，有哪個家長不愛惜子女？ 

最近常聽到家長們說：「近年學校加強跟進學生欠交家課的問題，做得真好！」「我的子女都不敢偷懶，怕欠交功

課 ......」各位家長也有同感嗎？

學校三年發展計劃（2009 至 2011 年度）向學生推行三大目標：主動學習、尊師愛友和承擔責任。你們在家裡有聽到他

們大聲朗讀嗎？老師每天都朝著這目標教導學生，扶助他們成長。

不過，學生整個成長階段，最有效的教養方法是家校合作，學校要為學生的品德及學業盡心，家長更要在教導子女方

面盡力。究竟家長怎樣才能跟學校攜手教好自己的子女呢？就讓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一、「傾多 D ！」：小學階段的孓女較容易打開心窗，當父母的要趁機主動和子女在閑暇，如在假日吃早餐時、帶他去市

場買菜時或子女完成功課後，了解一下他們的校園生活，如問學校最近有什麼活動？下個月每月一讚賞題目是什麼？

又或是學習哪一科的困難等；不過，語調要溫柔，不要以「審犯」的語氣，更不要「秋後算帳」，緊記：「這是子女

感受你關心他的時侯！」

二、「睇多 D ！」：每天都用心簽閱手冊，看到子女功課多了，你可以鼓勵他；功課完成了，你可以稱讚他；欠了功課，

你更要提醒他。每周至少瀏覽學校網頁一次，看看有什麼新資訊，更可以無限次欣賞子女在小舞台的表演，試想想 

：「子女怎會不知道你有多愛他？」   

三、 「做多D！」：「平日上班還做不夠？」聖安當大部分學生家庭父母都要同時上班找生計，但為了子女成長，你會以：「好

忙！」、「冇時間」、「無計！」為藉口，不為子女多做一點嗎？其實大家最重要的是為家庭建立「牢不可破」的家規，

「家規」是子女成長的基石，像學校有校規一樣，你就是家規的建立者和執行者，子女日常生活如：進餐、溫習、娛

樂、自理及禮貌等，都應該在小學階段建立常規，再配合有效的獎罰制度，你的子女又怎會是「港孩」呢？各位家長，

再忙再累也要好好定規矩，糾正子女小錯大錯，你家裏的「NDS」和「PSP」都是只可以暫時使他坐定，不是教好孩子

的工具，你才是最有方法的大人啊！

四、「買少 D！」：聖安當一直教導學生尊敬師長，友愛同學，家裡如能充滿溫情、讚賞和體諒，子女更會懂得欣賞別人。

子女最珍貴的是你陪伴他的時間，母親做些可口的菜餚，父親陪他看卡通，都是孩子長大後最堪回憶的，避免以物質

去獎勵子女，更不要以獎金去認同子女的好行為。交齊功課得到你陪他去公園玩耍，得到你的親吻，不是比買東西獎

勵更有意義嗎？

我們的校長和一班聖安當的老師，都願意為你的子女做多一點，更鼓勵大家參加安當家長學堂，有空的話，可以找老

師談談，交流意見。緊記：「你的子女很需要你。」

    祝

幸福美滿！

你的子女是主動學習、

尊師愛友和承擔責任的好學生嗎？

親子歡樂日營

親子
玫瑰
花製
作

學生支援及輔導

馮國麗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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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義班  
談楚鈺家長 周熱晶

五義班 張寶婷家長 張志雄   

四仁班 林海琪家長
三智班 林開心家長 林輝煌

五禮班 樊穎敏家長 樊偉德

五仁班 麥詠恩家長 陳健兒

參加了家長教師委員會後 , 使我對學校這個大

家庭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校長和各位老師都是那麼

的親切、家長義工們是那麼的熱情、小朋友是那麼

有禮貌。

每當我看見孩子們一張張充滿童真而可愛的笑

臉，言行舉止一天天的進步時 , 就想起這全因老師

們那份愛心、耐心、責任心 , 默默地為孩子們創造

了一個快樂優美的成長環境，在此祝各位老師幸福

快樂 !

愛孩子  尊重孩子  理解孩子  懂得孩子

 孩子的成長歸根到柢是孩子自己的事，孩子自己才是成長

的主體，故此家長不可能越俎代庖，應讓孩子從自己的實踐中

學習，包括從成功的經驗中學習，更多地從失敗的教訓中學習，

因“不跌跤，長不大”的。聰明的父母不要期望自己的孩子一

輩子也不跌跤，而是要培養他們成為應對複雜人生的雄鷹，我

們的責任是給孩子幫助、支持、鼓勵，並給予孩子必要的保護。

我深信這些事如能做得“得法、巧妙、自然”，必能收到最大

的成效。

 各位家長、同學：大家好！很高興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心

聲。本人已是第二屆的委員，比較兩屆委員，本人覺得今屆正

副主席比往屆更加積極、投入，同時令傳遞的訊息更公開，提

升透明度，令本人可以代表學校參加觀塘區家教聯會，成為理

事，為更多學生、家長服務。此外本屆委員的子女快將畢業，

所以需要更多新人加入，本人期望有更多家長加入家教會，使

能有機會合作。本人深信學校的發展、子女的成長、社會的進

步，實賴有你我的參予，好好把握加入家教會的機會。最後希

望各位家長進入本會網址，多了解及溝通，多謝大家。

家
長心聲

第十一屆興趣班

多謝校方支持開放家長資源中

心，讓我們家長每天帶小朋友上學

之後，都可以進入校園的資源中心

休息談天、交流管教子女心得、了

解學校和家長教師會多一些，從而

提出改善意見、促進家庭與學校聯繫，還可以獲得

最新資訊。

做了九年聖安當小學的家長，原本是平日難得

出現的我。後來接觸到家長教師會的委員，讓我當

了數年義工，領略到做義務工作的樂趣和收穫，並

且加深了對子女成長的認知。當義工沒有最低工資

保障，亦沒有雙糧、花紅，只有無私的付出。但可

為子女樹立一個能為他人服務的好榜樣，孩子從中

更學會了體諒和包容，對他人抱著一顆關愛的心，

可說是以身教代替言教。最後結果，收穫還是比付

出的多。

 期望有更多的家長加入我們的義工團隊，助人

自助。家長義工是本會的中流砥柱，你們的熱心積

極，令我們能順利推行各類型的活動。更希望來屆

的「家教會選舉日」有更多家長和老師參選，「家

校合作」十分需要你們的支持和協助。

    祝願

各位家長和教職員  工作愉快  身心康泰

各位同學  生活愉快  學業進步

大家好！不經不覺加入家教會已經三

年，所見所聞同所學，都有很大的得著，最

近和朋友閒談時，他的兒子在某小學讀二年

級，他都很想抽多些時間回校做義工，但是他問「值唔值得」，

我沒有回答，值得與否見仁見智，我只是說出個人理念。由小

女入讀幼稚園開始，我便深深體會到家校合作的重要性，合作

其實係相向，正如我所見，老師如何努力去幫助學生，而家長

愛理不理也是徒然，相反地家長積極去做，而老師未能配合，

效果亦未如理想，慶幸在本校老師都很積極去做，所以我希望

這個信念可以繼續下去。

好消息
家長教師資源中心已經開放。

在上學的日子，即星期一至五，
08：00-08：50 有值日義工當值。
家長如果帶孩子上學後，還有時間
和興趣，歡迎蒞臨我們的資源中心
參觀、休閒談天、加強了解家教
會、促進家校聯繫、獲得最新資訊

和提出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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