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的話
王志強先生(中三信班學生王心之家長)

「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及同學：
大家好，歡迎來到家教會認識我們。」
這幾句，聽來簡單，但說來不易的謝
辭，背負着一大宗旨──如何在學校
與家庭之間緊密聯繫和合作，以達全
人教育之宏效。相信這是每個家長、
學生和老師都希望實現的。

當選一刻有資深家長委員對我
說：「你是第二位男士擔任主席。」這
話真的令我咋舌。隨即，想到來年各事
項，應作怎樣安排，用甚麼麽方法才會提

高成效呢？腦子裡一幅幅昔日家教會活動的影像浮現出來：
每個家長親力親為，師生處事熟練，我又無須太擔憂。

未過半百的我，到這刻還是懷念學生年華。有點兒遺
憾當時總是缺少父母的參與和了解，尤其是關於學校的事
項。除了家長日外，父母到來學校多是不歡而離。時光飛
逝，教與育走到“Whats App”之年頭，我們家長已被喚起，到
來支援學校，身體力行，可作一些有意義之事，更有機會參
與校政之發展。別小看此力量，因為孩子從小就對你有着一
份相信及依靠，你的行事和態度，他們都會默默記在心裡，
再待他朝別個年頭，再次發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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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的話    吳志莉女士(中六禮班學生伍穎鈞之家長)

身為家長，我希望子女能在一個快樂的環境下成長、學習。但是，由於家長與學校
接觸的機會不多，很多時候，雙方不理解對方的處境和難處，或會出現誤解。加入了家
教會後，參加學校活動的機會比以往多，我發覺我更了解學校，更明白學校的用心。

成為法團家長校董後，我更能向學校表達家長意見，亦更明白學校的宗旨和培養學
生成材的熱誠。我希望在任期內，可以更了解學校，從而有效地和學校攜手，把女兒教
育成材。

家校互相合作，有助了解女兒在校園裡的情況，並增進親子間的溝通，更可以從
多方面看到學校「以生命燃點生命」的精神。求學期間，女兒在成長路上總有機會受到
不同的誘惑，學校除了灌輸知識外，更在於培養學生良好的品格。現今社會講求終生學
習，青少年要走的路很長，成績並不代表一切，但品格是影響女兒一生的重要一環。成
為學校的一分子後，我深深體會到學校的教師團隊付出了很多愛心和努力教育學生，令她們明白到做人的基
本和真善美的重要性。學校所付出的愛心和熱誠，令我很安心將女兒交托給學校。而家校合作需要家長配合
學校，並充分了解女兒的能力，不會期望過高，令她們無論在學校或是在家中都能愉快學習，愉快成長。

第十九屆執行委員名單

顧問：校長張淑婉修女

職位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主席 王志強先生

副主席 吳志莉女士
丁鳳珠副校長

胡施敏老師

文書 周妙嫻女士 羅善瓊老師

司庫 張冠禮先生 張頌儀老師

康樂
陳韻珠女士
李志堂先生

林靜雯老師

聯絡
梁麗貞女士
楊慧君女士

曾美月老師

總務
林卓娜女士

司徒偉康先生
相倩老師

工作小組

朱慧敏女士
吳沁陶先生
郎亞華女士
謝嘉碧女士



中五禮班學生楊浩欣 家長陳韻珠女士

一年一度由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舉辦的親子堆沙比賽暨繽紛
同樂日已於2013年11月24日順利進行。今年的親子堆沙比賽大家
都積極參與，中一至中五級都有同學們參加，還有校長及一班榮
譽家長委員到場為我們的隊伍打氣，加添了比賽氣氛。

今年的大會題目是「香港節日」，老師、家長及同學在透過
堆沙比賽中，互相溝通，發揮了家校合作精神，順利完成以「中
西嘩鬼對對碰」為題的作品。

雖然最後我們未有取得任何獎項，但同學、老師及家長全程投
入，充分發揮全力以赴的精神，在堆沙過程中，我們不但促進了家校
合作，更提升了與女兒的親子關係，在我們心目中已得到獎項。

其他學校的得獎隊伍都是實至名歸，值得欣賞和學習，希望來年
的親子堆沙比賽，大家繼續努力。

中二信班學生李鎧妍 家長李志堂先生

「親子堆沙比賽」是一年一度的東區家教會盛事。今年的主題是「香港節日」。我
們參賽的作品以「中西猛鬼對對碰」為題，設計饒富心思，別出心裁。比賽當日天朗
氣清，與去年風雨交加的情況相比，真有天淵之別！限時兩小時的比賽，轉眼間便過
去了。時間雖然緊迫，但老師調度有方，家長和同學全力以赴，最終都能順利於指定
時間下完成我們的作品。

比賽結束了！雖然我們的作品未能獲獎，但在我心目中，卻感覺到實在不枉此行！
比賽過程中，師生熱誠認真的態度，積極投入的表現，有條不紊的合作，對於現今的
學生來說，都是不可多得的歷鍊，寓學習於遊戲之中，既能體現家校合作的精神，又
能添加可貴的正能量，真是何樂而不為呢？

獎項方面，從來都是優者勝，劣者敗，沒有絲亳僥
倖的餘地。汲取教訓，坦
然面對挫折，積極為來年
部署和準備，才是應有的
態度。

中三愛班學生何櫻濤

第一次參加親子堆沙比賽，我的心情非常興
奮，使我回想起小時候在沙灘堆砌城堡、挖水
道，一家人曬太陽、游泳和燒烤。這次的活動由
師長、同學及家長一起齊心合力完成作品，特別
有意義。尤其是爸爸、媽媽和姐姐的參與，讓我
感到很開心。

開始的時候爸爸幫忙整好主體，家姐負責舀
水，我和媽媽幫忙倒水，不消半小時已看到了雛

型。校長親自到場為我們加油打氣，我們坐在
太陽傘下聊天，不時分批進入場地堆沙，吹著
海風，在陽光下欣賞石澳的美景。

比賽的時間很快便結束，雖然我們沒有取
得獎項，但贏得一個開心的星期天。看到師長
努力在堆砌，同學專注地完成作品，同心協力
就是最好的獎勵。有家人在旁就感到溫馨快
樂，便是最大的獎品，我的心像頭頂上的太陽

一樣溫暖，這個星期天是親情天。

中二信班學生李鎧妍

今年已經是我第二年參加堆沙比賽。當我們到達比賽
現場，大家都紛紛討論堆沙的方法和掛起學校的海報。在
正午的時候，比賽開始，首先由家長先建造地基，再由我
們負責細緻的部份。堆沙比賽大約進行兩小時。經過一番
努力，我們的作品終於完成了！ 雖然最後沒有獲得任何
獎項，但我相信憑我們認真的態度，已經贏了！

在這個活動中，我覺得團結十分重要。因
為如果只有一個人做的話絕對做不來，但現在
大家一齊努力，結果就一定會成功。從這次的
活動中，一方面看到大家都十分認真、投入地
對待這次比賽，另一方面也發揮了堅持完成比
賽的堅毅精神。最重要的是，就算最後沒有得
獎，但大家依然十分享受。其實參加任何比賽
都應以享受過程為首要，其次才是收穫和獎
項。總結而言，這次的堆沙比賽很有意思，希
望來年大家再踴躍參加。

中一望班學生黃翠瑜

今天就是堆沙比賽的大日子，有一些家長委員、學生
和老師都來參加比賽，我從上星期開始就十分期待了。

兩位老師和多名家長委員都上場準備，而我和其他兩
位同學到水桶旁邊幫忙盛水。「咇」的一聲，比賽開始
了，手臂強而有力的家長們用犁耙「起地基」，他們辛勞
的汗水就像雨水一樣不斷地落下來。看到大家努力的成果
活現眼前，我不禁感嘆起來。

一會兒後，有人覺得累了就換我上場。一來到沙池，
我便能近距離看到他們所堆的沙丘，我跟自己說：「要努
力啊！」。

最後，我們雖然拿不到獎項，但是我明白到團結的真
正意義。

「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2013親子堆沙比賽暨繽紛同樂日」
本年度參加的堆沙比賽在2013年11月24日順利完成，是次比賽的主題為「香港節日」，

我校的家長、教師及學生積極參與，以下是參賽家長及學生的感受。



歡迎瀏覽本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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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有活動照片可供欣賞或下載

中一新生家長日
2013年7月13
日 ， 為 每 年
一 度 的 中 一

新生家長日，家教會家長委員也參與其中，協助招待工作及介
紹家教會的會務與職能。

一年一度的敬師日，由家教會與學生會合辦，為向
老師表達敬意與謝意。今年，我們送贈老師的禮物
為生果刀，寓意由老師手中削出一位位尖子。

敬師日

2012/2013家長教師會獎學金得獎學生名單

最佳進步獎
一望: 黃詠茵  一愛: 柯穎薇  一敬: 簡詠琳  二信: 李寶瑩
二望: 袁海儀  二愛: 林芷晴  二敬: 容芷珊  三信: 李凱諺
三望: 殷鍶朗  三愛: 譚琬融  三敬: 甄姿婷  三禮: 余卓穎
四信: 曾詠欣  四愛: 胡愛儀  四敬: 廖珮笙  四禮: 蘇沛鈴
五望: 葉詠詩  五愛: 湯梓婷  五禮: 陳沅淇

閱讀獎勵計劃獎項(金獎) 家教會共贊助1500元

截至2013年10月11日止
年度財政收支帳項

司庫：張冠禮先生、張頌儀老師
義務稽核：姚智仁先生

收入
會費 12,550.00

儲物櫃基金 18,660.00

教育局津貼

經常費用 4,626.00

家校合作活動 0.00

利息 11.40

活動報名費用

境內旅遊 13,095.00

境外旅遊 0.00

暑期銜接課程學費(中一至中三) 0.00

其他 601.10

未提取支票款項 300.00

本年度總收入 49,843.50

支出
東區家長教師會(續會) 300.00

活動支出：

會員大會總支出 3,007.20

境內旅遊 13,800.00

境外旅遊 0.00

講座 (親子講座) 0.00

堆沙比賽 391.00

暑期銜接課程學費(中一至中三) 100,650.00

學生活動及課程資助 5,592.00

遊學團導師保險費用 0.00

暑期班電費 1,054.50

敬師日禮品 2,800.00

新生家長日 1,264.50

會訊及考察報告 6,200.00

暑期課程學費(退還款項) 740.00

閱讀獎勵計劃書券 1,500.00

獎學金 2,600.00

文具雜費 287.00

恒常會議茶點費 377.20

購買儲物櫃 15,900.00

本年度總支出 156,463.40

11/12年度結存 173,796.07

12/13年度收入 49,843.50

12/13年度支出 156,463.40

12/13年度結存 67,17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