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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義班 張潁敏家長 鄧小萍

四信班 鄧欣桐家長 李綺雲

大家好！經過多年來各教師委員的參與、家長
委員共同的努力、家長的支持和學校教職員的配
合，使家教會每次舉行的親子活動等，都能依計劃
順暢地進行。最特別的是，今年的家長教師會委員
中，更增多了幾位男委員，而他們積極進取的態
度，也令我敬佩萬分。希望來年的選舉日，有更多
家長參選及更多的家長參與義工行列，因為學校的
同學十分需要你們的協助。多謝！

   加入「聖安當小學」這個大家庭已經踏入第四
個年頭了。有云：「一寸光陰一寸金」，六年的小
學生活轉眼便過去，同學們應該好好珍惜校園生活
的每分每秒。大家在學校愉快學習的時光、與同學
之間的友誼，都是你們成長後的珍貴回憶。
   在此祝福各位同學們能快樂及無憂地渡過你們
的每一天。

第十屆常務委員選舉結果事宜
「家長教師會」第十屆常務委員會家長委員選舉已於2008
年11月29日（星期六）順利舉行。各家長委員並互選職位，謹
將第十屆常務委員會家長委員職位及教師委員職位公佈如下：
職位
教師委員
家長委員
顧問
羅偉國校長		
主席
鄧小萍女士
副主席
王伊芬副校長
李綺雲女士
文書
馮國麗主任
林輝煌先生
司庫
許雪怡主任
周玉霞女士
康樂
劉國權老師
張  璟女士
		
林素琼老師
冼美鳳女士
		
黃靜榕老師		
聯絡
吳鳳霞老師
王碧君女士
		
周豔妮老師
李彩萍女士
總務
李妙琼老師
蔡燕英女士
		
朱慧蘭老師
張志雄先生
		
羅寶嬌女士
		
增補委員
			
樊偉德先生
			
增補委員
			
林淑華女士

就讀子女姓名
張潁敏(四義)
鄧欣桐(四信)
林開心(一禮)、林海琪(二義)
梁詠琪(五智)
彭若桐(二仁)
冼卓敏(四仁)、冼卓雅(三忠)
曾敏翹(六義)
譚嘉朗(三仁)
吳凱欣(五義)
張寶婷(三仁)
張礎琳(三禮)
樊穎琳(三禮)
胡詠心(四禮)

	                                                  家長代表
校政執行委員會
鄧小萍女士 李綺雲女士
午膳服務招標及監察委員會 林輝煌先生 李彩萍女士
校車服務招標及監察委員會 張志雄先生 樊偉德先生
校服服務招標及監察委員會 張  璟女士 冼美鳳女士
書簿服務招標及監察委員會 鄧小萍女士 蔡燕英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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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支出
		 收入
HK$
1 收2008-2009年度會費(897人x$10)
8,970.00
1
#065881-敬師日禮物(盒70個x$15)(鄧小萍代付)
2 **收親子旅行費(197人x$130)(對銷)
25,610.00
2
#065882-印刷文具費(帳簿及現金簿各1本)
3 收政府08/09'{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撥款
4,100.00
3
#065883-家具及電器設備「單鏡反光相機1部」(梁偉文老師代付)
4 收家教會燒烤晚會費用(參加人數:217人x$50)
10,850.00
4
#065884-傢俱及電器設備「讀咭機」(梁偉文老師代付)
5 收復活節親子歡樂日營費(263人x85)
22,355.00
5
#065885-印刷家教會會訊(2000份)(雅軒)
6 收毛筆基礎入門班報名費($400x14人)
5,600.00
6
家長教師會選舉接待嘉賓茶黠(胡舒茵代付)
7 收小型網球班報名費($200x24人)
4,800.00
7
**(現金支付)親子旅行費用-逸進旅遊有限公司(197人x$130)(對銷)
8 收武王班報名費($200x15人)
300.00
8
#065887-親子旅行禮物(書卷$10x100張)(黃靜榕老師代付)
			
82,585.00
9
#065888-津貼親子旅行費用-逸進旅遊有限公司(6人x$130)
				 10
#065889-親子旅行禮物紙(12卷x$10)(鄧小萍代付)
				 11
銀行費用-AUDIT CONFIRMATION CHARGES C081
				 12
#065890-08'-09'乒乓球班報名費(第一期)
				 13
#065891-08'-09'乒乓球班報名費(第二期)
				 14
#065892-08'-09'武術班報名費(第一期)
				 15
#065893-08'-09'武術班報名費(第二期)
				 16
#065894-08'-09'網球班報名費(第一期)
				 17
#065895-08'-09'網球班報名費(第二期)
				 18
#065896-08'-09'網球班報名費(第三期)
		
19
#065901-家教會就職典禮致送委員禮物-相架13個(吳鳳霞代付)
				 20
#065898-傢俱及電器設備「DVD機1部」(張志雄代付)
				 21
#065900-家教會燒烤大會用品「垃圾袋及膠枱布」(周艷妮代付)
				 22
#065899-家教會燒烤大會「禮物袋」(鄧子萍代付)
				 23
#065897-家教會就職典禮「家長講座費用」-音樂農莊
				 24
#065903-家教會燒烤大會用品「炭7包」(胡舒茵代付)
				 25
#065905-家教會燒烤大會食物「麵包21條」(胡舒茵代付)
				 26
#065902-家教會就職典禮「接待嘉賓茶點」(胡舒茵代付)
				 27
#065904-家教會燒烤大會用品「GAS3支」(胡舒茵代付)
				 28
#065907-家教會燒烤大會食物「BBQ食品」(胡舒茵代付)
				 29
#065906-家教會燒烤大會飲品「水288支」(胡舒茵代付)
				 30
#065908-家教會燒烤大會「遊戲賽禮物」(李偉明代付)
				 31
#065909-復活節親子歡樂日營(營費訂金、午膳費及日營費用)(保良局)
				 32
#065910-毛筆基礎入門班報名費(14人x$35x19堂)(姚永春)
				 33
#065911-復活節親子歡樂日營車費(來回)(Tai Ho Travel Company)
				 34
#065912-觀塘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有限公司續會費用
						

1,050.00
42.50
6,330.00
85.00
5,700.00
159.60
25,610.00
1,000.00
780.00
120.00
300.00
720.00
720.00
770.00
770.00
840.00
840.00
840.00
156.00
1,650.00
121.50
48.00
8,000.00
168.00
180.60
39.60
24.00
12,793.00
384.00
545.90
17,886.00
4,900.00
4,750.00
400.00
98,723.70

					
*** 預繳報名費-康文署		
					
銀行月結單30/04/2009
							

40,001.78
-16,138.70
23,863.08

日   期
06-10-2008
25-10-2008
		
29-11-2008
01-12-2008
07-12-2008
07-02-2009
2/09-5/2009
2/09-5/2009
2/09-6/2009
3/09-5/2009
12-04-2009
24-04-2009
18-04-2009
16-05-2009
18/19-05-2009
29-05-2009
20-06-2009
27-06-2009

-			
18,744.08			
18,744.08			

承上年度2007-2008年餘款
本月結餘(30/04/09')
餘款轉接下月1/5/09'

HK$

活   動   名   稱
招募「普通話家長大使」
招募「小一功課輔導班」、「六年級服務學習（課堂小組導師）」、「故事特工隊」、
「圖書館」及「校園美化大使」家長義工
家長教師會(第十屆) 常務委員會選舉投票日
公佈「第十屆常務委員會選舉結果」
親子旅行(假日農莊燒烤一天遊)
常務委員會就職典禮暨會員大會、燒烤會及嘉賓講座
小型網球興趣班
小三、小四毛筆書法興趣班
武術興趣班
小一、小二毛筆書法興趣班
親子歡樂營(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
學校運動會(親子比賽)
家長義工小組聚會(親子甜品班-木糠布甸)
家長義工小組聚會(親子賀端陽-包粽子)
學生午膳招標試食會
參觀學生午膳供應商廠房
家長義工小組聚會 (愛心行動~小手工製作)
家長義工小組聚會 (愛心行動~探訪長者中心)

2

常務委員會就職典禮

嘉賓講座
猜謎及燒烤大會

3

4

小型網球興 趣 班

武術班

毛筆書法興趣班

抱抱家庭照

班
趣
興

5

日營

學 校 運 動 (親子比賽)

家長義工小組–
「校園美花大使」

6

家長義工小組聚會

親子甜品班–木糠布甸

家長教師會
開會情況

親子賀端陽–包糭子

學生午膳招標試食會

參觀學生午膳
供應商廠房

家長心 聲
二仁班 彭若桐家長 張璟
家校是一家
加入「家長教師會」雖然只有短短的半年時間，但我卻深深體
會到學校和家庭、家長和家長之間真正的關係及共同的目標。
我在「家長教師會」的職位為「康樂」委員，主要負責校內部
份壁報板佈置。這工作雖然只是用了我少許的時間，但是我所得到
的滿足感卻是前所未有的，而得到老師和同學的讚賞，更使我覺得
這份工作的重要。我要衷心感謝劉國權老師，因為有他百份百的信
任及支持，我和冼卓敏的媽媽才能順利完成每一次的工作。
在今後的日子裏，我會繼續積極地參加家教會的活動和義工的
工作，因為我也是「聖安當小學」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

三禮班 樊穎琳家長 樊偉德
兩年時間對於成年人來說可能頗長，但對
於能開開心心上學的小孩來說只是眨眼就過，
雖然小女小二才開始就讀本校，但看見她每天
都開心地回校，作為家長已經很高興。我想能
夠每天開心上學是一種福氣，所以每一位小朋
友都應該珍惜這個機會。我深信能開心上學、
愉快學習和抱着永不放棄的學習精神，總會有
成功的一天。
在此祝願全校同學和即將加入聖安當小學
的小朋友，也能擁有及實踐這份信念。

二義班 林海琪家長 林輝煌
小島內誰也是繁忙，求進取不斷向前衝。
這段歌詞，相信你也曾經聽過，但也已經忘記
了。生活在香港這個小島內，每個人都非常忙
於他們的工作、學業、家庭；忙於賺錢、升職
加薪、升學、升官發財。但到底有多少人忙於
社區工作，義務工作。我非常明白香港人的生
活方式，但如果每個人只顧自己的事，社會又
如何會進步呢？除了工作、家庭的事，我相信
每個人都可以抽出少許時間去做義工－例如：協助互委會、家教
會，最少都要關心一下自己的居住環境，子女就讀學校的運作，
你說對嗎？這樣的生活才會過得更充實、開心和健康。

五義班 吳凱欣家長 蔡燕英
做父母的，若想改善孩子學習上的困難，便需先明白孩子的
天資，例如小朋友在英文方面缺乏天份，便應該多花時間在這科
打好基礎，對症下藥，作重點式的教導，成績才能有所改善。適
當地讓孩子休息或遊戲，以輕鬆的心情面對功課，這樣成績通常
會有意想不到的進步。
身為父母的，必須時刻留意孩子的
情緒，幫助解開困擾他們的「心結」。
子女沒有「後顧之憂」，自然能全心學
習。讓孩子明白：讀書非常重要，亦有
種種好處。讓孩子知道，讀書生活也可
7 以有很多樂趣。

親
子
情
報

各位家長：
   大家好！平日與家長的傾談中，經常
有家長表示子女有反叛行為，不論年長
的或是年幼的學生也出現這些表現，令
家庭不時處於不和諧的狀態，又令家長
十分懊惱，亦會懷疑他們是否在心理上
出現毛病？作為家長，你有沒有相同的
困境呢？在這期情報裏，讓我們談談
「如何處理子女的反叛行為」。

處理孩子反叛行為
我們必須先查閱一下孩子表現反叛
行為的背後成因：
他是否有樣學樣?
家人或她身邊的人是否經常會以
「說反話」、「單單打打」、「死不認
錯」、「激將法」等負面或婉轉的方式
溝通?久而久之，孩子便學了過來。
他是否懂得以正面和積極的方法表達?
如果孩子想得到關心，他是否懂得直接
說﹕我想你親親我，或是我想你抱抱
我﹖不要以為孩子一定懂得這樣表達，
如果家中沒有成人教或沒有成人示範，
他真的可能不懂得如何表達自己的意見
和感受的。家長是否常常以「唔准」、
「唔好」來下命令，較少教他如何「正
確地處理」問題。
他做出這行為時的情緒是甚樣的﹖
他做出這行為前，家中多會發生甚麼
事﹖              
他是否以自己能控制他人的情緒為樂﹖
他是否以此行為表達自己的不滿﹖
他是否爭權？他是否感到被不公平對待？
為何他會這樣不服氣﹖家長能持有「管
教」的權威在手嗎﹖
還是無特別情況，只因「習慣」了﹖

他做出這行為後會得到甚麼好處﹖
可以不負或減少應負的責任﹖
延遲了負責任的時間﹖
減少了他人「煩他」的時間，增加了
自己的空間﹖
讓他能逃避面對自己的「不可愛」、
「不聰明」或「不成功」的弱點﹖

之後再來「固本」﹕
1. 要教導孩子「正面」及「積極」的
方法表達自己的需要。
2 鼓勵孩子多說出自己的感受。
3. 家長自己多做示範，以「身教」比
「說教」來得更有效。
當然要「除病」﹕
1. 先了解一下孩子的心事，糾正他的
錯誤信念。
2. 獎罰分明
問他：是否同意自己「用說話使家
人憤怒」這個行為很令人不
喜歡？
問他：是否希望令家人開心？
告訴他：家人非常愛他「整個人」，
但非常不喜歡他「用說話
使家人憤怒」這個行為。
告訴他：你愛他，所以你很想幫他
改過。
告訴他：為 了 幫 助 他 更 有 信 心 改
過，與他訂合約。
合約內可訂明用他很「渴望」的事
情作非物質的獎勵，例如：如果一
日之內也能「正面」地與人溝通，
即晚上擁抱著他說十五分鐘故事
等；用即時及他「著緊」的事作懲
罰，例如：當他又故態復萌時，要
他自己面壁坐在角落，不可說話
十五分鐘，默默地自我檢討等。

治標不如治本，要根治孩子的壞習
慣，家長首先要解決了一些「根
本」的阻礙：   
1. 以身作則，改善自己及其他家人的
負面溝通模式。
2. 改善自己經常以「命令」去作管教
的習慣，要多接納孩子自己的決
定，如果要否決他的選擇時，要即
時把原因告訴他。
3. 家 長 必 須 掌 握 「 管 教 」 的 權 威 在
手，不是要你「打打罵罵」，就像
懲教人員一樣，要讓孩子知道你有
能力及責任去「管」及「教」他。
4. 控制他能接觸的環境及人物因素，
例如觀看電視節目的時間。

家長教師會康樂組成員

請家長們謹記：

「知識雖能改變命運，但態度卻
決定一切！孩子的反叛行為不是先天
的，大部份是後天「培養」，作為家
長的您，作為老師的我，都有責任糾
正他們，引導他們走正確的路。」
祝
生活愉快
學生支援及輔導組
馮國麗主任
2009年夏

劉國權老師

大家好，我是劉國權老師，為家長教師會的康樂組成員。時光飛逝，
我是由第八屆中期加入的，到現在的第十屆，已經參加了兩年多的時間。

節目預告

過去的兩年，我們康樂組的成員不但合作愉快，而且在大家合作下，
為學校舉辦了每年一度的家教會旅行，也籌辦了小型網球、乒乓球、武
術、藝術體操及毛筆書法的收費興趣班、就職典職舉行期間的攤位遊戲、
參加簡易運動武術比賽、出席星級網球訓練營、帶領十歲學生遊海洋公
園……當中真是喜樂參半，因有很多令人難忘的片段，也有很多缺失及改
善的空間，望各位家長理解和包容。

親子旅行
常務委員會會員大會暨燒烤會
興趣班(小型網球、
毛筆書法、武術、乒乓球)
親子日營

期望將來，各位家長能踴躍參與本校康樂組舉辦的各
項活動，並在輕鬆的氣氛下，加強校方與家長的溝通，透
過共同合作，令聖安當小學的學生有飛躍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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