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Parents and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KCOBA Primary School No.2Parents and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KCOBA Primary School No.2

2015年11月會訊第15期家長教師會

親子關係的改變。但讚賞不是隨口說說就可以，應該
要即時，具體，發自內心真誠的肯定，孩子才能感受
到你的鼓勵。因此我們要學習如何看待孩子的優點，
並認真的讚賞他們。讚賞不單只集中在孩子的學業
上，還可以有其他值得欣賞的地方，例如是他們的好
行為，他們在事情上的成就，他們努力的地方，他們
的性格特點等。

有見及此，本年度學校參加了教育局心理輔導
組的「WE CARE」同行成長計劃，在校園內營造
讚賞文化，各班主任在班級經營時段中，透過集體遊
戲，分享等活動，進行「我的快樂時光」及「賞你一
分鐘」活動。活動開展後，透過欣賞，校園內，課室
裏，處處洋溢着歡笑聲，充滿着正能量，讓學生感受
被愛，從而肯定自我。稍後，家長教師會亦會按「讚
賞」這方面，為家長舉行講座，希望將讚賞文化延伸
到家裏去。

在此我鼓勵家長們與學校齊心，為成長中的孩子
多說一句肯定他長處的話，給他們一個方向，一點自
信，不斷為孩子撒下正能量的種子。

校址：香港上環普慶坊40號 網址：www.kcobaps2.edu.hk 電話：2547 7575 傳真：2547 3555 電郵：kcobaps4@netvigator.com

好言好語──有讚無「彈」        林淑芳校長
大家還記得我曾在校訊中分享的一件兒時讀書事

嗎?一向數學成績不好的我，每逢上數學課，就是最艱
難的日子，幸好在小學五年級時遇上一位良師，他除了
在課堂深入淺出，循循善誘，讓我們明白數學概念外，
還不時給我們製造成功的機會，一個欣賞的眼神、不時
豎起大姆指地說着:「你一定得! 你今天做得真好！」的
讚賞話，從五年級開始，令我對數學回復信心。原來簡
單的一句讚賞說話，力量何等的大! 

讚賞具有無比的力量，能把人的潛力發揮出來。讚
賞令人帶來歡愉的情緒，有研究指出在一班穩定歡愉情
緒下成長的人，人生滿足感及遇到挫敗時的反彈力也會
較強。不單如此，就連學業成績都受其影響，曾聽過一
個有趣的研究，在一班抽取部份學生參與實驗，研究中
只稱讚他們是班中的尖子，高材生，學期完結，被讚許
的這一羣，成績果然較其他學生明顯進步。

其實說一句欣賞的話不花一分錢，可是許多人就較
含蓄吝嗇。我們有許多理由：或許怕孩子被讚壞寵壞，
又或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根本不值得一讚。但是對孩子
來說，父母師長的每一句話對他們的影響都很大。樂觀
或悲觀的性格也就如此培養出來。孩子接受越多的鼓勵
與關愛，就越會樂觀的面對一切，反之若只是不斷地指
正孩子的缺點，給予孩子過多的負面暗示，就會導致孩
子覺得自己什麼都做不好的悲觀心態。

要孩子樂觀，充滿正能量，大家不妨對子女多讚
賞，相信你定能感受讚賞給子女帶來的改變，給你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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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詠詩女士(聯絡)
時間過得真快，不知不

覺加入家教會已經3年了。
回想過去，第一次參與家長義工的活動是
Halloween Fashion Show，當時心情都很緊
張，很擔心做不來。這時候，有位家長跟
我說：「不用怕！不要心急！我們還有一
班熟手義工。」聽到這句說話，心情馬上
鬆了一下。之後我就很踴躍參加學校的義
工活動，因為在我附近總會遇到一班熱心
幫手的家長。在參與過程中，可以見到每
位小朋友的開心笑容，相信辛苦也是值得
的。

郁思源先生(康樂)

不知不覺焯詠在英皇小學二校已生活了

四個年頭。焯詠今年升上五年級，經過一個

説長不長，說短不短的炎熱暑假，看著他胖

了一個碼，皮膚黑了，人長高了，連說話行

為都成熟了不少，像一個準大人似的，真的

感覺又得意又好笑，但當他對我們撒嬌的時

候，還是像以前的小寶寶一樣可愛。

開學後，希望他會收拾心情，努力為

升中派位的成績而努力，與「大頭蝦」説再

見。幸而得到校長和老師們的熱心教導，我

相信學校一定會為他們升中做好準備。

梁可為先生(司庫)

時光飛逝，一轉眼已經過了任期一

年，小女今年順利升上二年級，雖然我加

入家教會的時間尚短，但在其中已參加過

不少活動，令我和家人和學校之間有更緊

密的聯繫，而且每次活動都為我和家人帶

來無限的歡樂。在家教會，看到每一位家

長都很熱心，盡心盡力為學校作出無私的

貢獻，希望未來一年有更多的義工家長可

加入，令家教會能舉辦更多的活動，讓家

長和學校有更愉快的接觸和溝通。新的學

期將至，在此祝願校長和老師們都工作順

利，同學們學業猛進！

黃明先生(主席)
新的學年又開始了，我在這裡不經不覺已經踏入第六個年頭！學海無涯，看着不斷長大也快要畢業的兒子邁進另一個學習階段。回想這些年把兒子往學校裡接送和參與很多學校的事情，也為自己的歳月增加了一份友誼一份信任。加入家長教師會讓我體會到學校的理念、老師的苦心、家長的期待和學生的需要。記得有一次晚上兒子跟他母親聊天，談及校長在台上發言對他們說希望大家可以把學校當成另一個家，男的老師是爸爸，女的老師是媽媽，所以我們就是一家人了！還聽到兒子佻皮的說，那我豈不是有很多爸爸妈妈，他話裏表達了特别的開心，我很容易從孩子身上感受那一份實實在在的温暖。去年我看到有一份妈學生的問卷調妈查，他們最不喜歡從家人口中聽到的話，𥚃面都是批評與指責而欠缺了孩子最盼望的鼓勵和包容。社會越來越進步，人的感情卻比從前退步許多，但在我們這所學校裏，由內到外，從上到下，由大至小的都是一張張充滿幸福的臉孔，校長、老師們、校務工作的各位，我很感謝大家共同努力，給學生一個溫暖的環境成長！

家長委員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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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先生
轉眼間熹熹在英小二

校已度過了三個年頭了。
看著他快樂地成長，令我們感到十分欣
慰。我也有幸加入了家教會，可以和其
他家長一起為同學們出一分力。

除了校長及老師們的悉心教導之
外，還有職工們的支援和家長們無私的
付出，令到學校在各方面都得到順暢的
發展。家教會每年的活動都有賴家長們
的支持和參與，其中親子旅行活動參與
人數更屢創新高。在參與家教會活動和
義工活動期間，不但認識了其他的家
長，更了解多了兒子的校園事情和朋友
圈的小秘密。在此要感謝熱心的家長義
工們和默默支持活動的家長們。

鄺永鴻先生(總務)

不經不覺，當上了家長教

師會委員已經一年了。透過參與

籌備家敎會的不同活動，讓我與老

師增加了不少溝通的機會。能幹的老

師憑著他們豐富的經驗，令活動的籌備和推

行變得十分順暢和有效率。這令我深深體會

得到老師們的辛勞，亦感受到他們為小朋友

的那份真誠。

而參與不同的家教會活動，更可讓我可

以了解女兒在學校的生活。透過觀察她與同

學之間的相處，使我能看到女兒在家以外的

另一面，令我對她有更深入的了解。

這個學年，我的幼子也加入了英小二校

這個大家庭。我希望在餘下的時間能多出一

分力，為學校作出更多的貢獻，以實現「家

校合一」這個意念，令小朋友們都感覺到學

校是他們另一個溫暖的家。

葉美儀女士(文書)
家教會－一個與老師加強溝通的平台，

不但是家長分享意見及看法的地方，也是老師
了解同學需要的地方，藉著共同合作的經驗，
消除家長的疑慮，隨著為學生求福祉的目標，
支持、提升、充實學生們的學習生活與環境。

從參予開放日預備工作便是一個體驗，家
長的創意、學校的資源與孩子的意見，總動員
發揮團隊精神，便成了一個有正面主題、同學
玩得投入、家長能認識家教會的小攤位。

感恩能在孩子的小學生活有份參予和關
心，對我有無限的回憶，也希望對同學是重要
及有效益的。其實，我在參予的過程中也得到
不少的樂趣，也發現老師的多才多藝及家長的
無限熱情。

希望將來有更多家長積極投身於家校活
動，讓小朋友感受到家長的關愛，讓父母抓緊
與小孩共同成長的階段！

何詠賢女士(總務)
光陰似箭，明佑已經完成小學一年級的課程，在短短的一年裡，他真的有意想不到的大躍進！ 

當初我們夫婦倆和許多香港家長一樣，為子女報考數間小學作多手準備，但當我們參觀過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後，並參加了開放日、家長講座和遊戲日等活動後，便毫不猶豫地把這裏視為我們培育兒子的首選學校！作為身為老師的我，都能看到明佑多方面的進步是來自老師辛勞教育成果，有時他下課後會跟我們分享在學校的快樂片段，雖然兼顧課外活動與功課非常忙碌，明佑仍經常表示非常喜歡上學，甚至學校長假期也表示「好想念老師們和同學們」，這也是老師成功的印証。
在此再次感謝林校長、各位老師、助理及工友們，感謝您們的辛勞，讓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的學生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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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4年11月8日(星期六)
地點:本校禮堂

第十五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學生文藝表演已於2014年11月8日(星期

六)下午在學校禮堂舉行。承蒙主禮嘉賓趙學民醫生(英皇書院校友)及林仲岷先生

(英皇書院同學會會長)蒞臨主禮。當天的學生文藝表演節目多彩多姿，包括：牧童

笛及夏威夷小吉他合奏、樂器四重奏、普通話合唱及中國鼓表演等。家長與教師濟濟一

堂，場面溫馨熱鬧。

樂器四重奏

小司儀表現出色

普通話合唱表演
中國鼓表演

教育顧問陳麗貞校長向家長義工頒發感謝狀

第九屆家教會執委與嘉賓合照

李傑之校監頒發「自覺盡責樂承擔」嘉年華日暨跨學科學生課業作品展攤位設計比賽優勝者獎品

家長教師會捐贈支票儀式

家長教師會主席
黃明先生主持省
覽及通過2013-
2014年度會務
報告程序

主禮嘉賓英皇書院同學會林仲岷會長頒發
感謝狀予本會榮譽顧問陳麗貞校長

第十五屆家長教師會
周年會員大會暨學生文藝表演

家長教師會司庫黃嘉璧主
任主持省覽及通過2013-
2014年度財務報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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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4年12月19日(星期五)
地點:本校禮堂

每年聖誕聯歡會都是學生最期待的日子，今年

也一樣，熱心的家長義工們在12月初已經將禮堂佈置

得美輪美奐，小朋友一踏進校門，已感受到濃厚的節

日氣氛。聯歡會當日，聖誕老人和義工們起到各班派

發聖誕禮物及跟同學拍照留念。今年和去年一樣，設

有各級大合唱時段，每個小朋友都有機會上台演唱聖

誕歌，非常有節日氣氛。

李傑之校監頒發「自覺盡責樂承擔」嘉年華日暨跨學科學生課業作品展攤位設計比賽優勝者獎品

校長和聖誕老人在學校大堂歡迎同學們，派發糖果。

手鐘表演
樂器表演

J.1大合唱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J.2大合唱 "Jingle Bells"

J.3大合唱 "Rudolph The Red Nosed Reindeer"
J.4大合唱 "Joy to the World"

J.5大合唱 "O Christmas Tree"

手鈴表演

聖誕大抽獎，同學們都滿載而歸。

J.6大合唱 "Deck the Halls"

聖誕聯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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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5年2月1日(星期日)
地點:水頭水尾古跡徑及錦田鄉村俱樂部

2015年2月1日(星期日)是學校與家長教師會合辦「親子旅行」的大日子，當日天朗氣清，實在是郊

遊的好日子。當日我們八百多名的家長、學生和老師一同前往水頭水尾古跡徑及錦田鄉村俱樂部遊玩了一

天，還在園內採摘有機士多啤梨，共享親子旅行的樂趣，大家都盡興而歸。

各車的家長、同學和老師們先來一張大合照

同學們在大草地上放風箏和集體遊戲
同學們參觀長春園

同學們坐小型碰碰車

同學們進行藝術創作

午餐大家享用豐富的自助BBQ

午膳時間進行猜謎活動，20組的家長、學生獲得大獎呢！

親子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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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5年3月29日(星期日)
地點:卜公花園

2015年3月29日(星期日)是一年一度由學校及家長教師會合辦的「親子競技

日」，當日參加人數愈四百人，場面熱鬧。當天分別進行了6個競技遊戲，家長和小朋

友們都充分發揮良好的合作精神，更增進了親子間的感情，加上各組啦啦隊全情投入地打

氣，令這次競技活動氣氛更加熱烈，各位老師、家長和同學都渡過了一個愉快的早上。

中國舞助興表演

楊啟健博士頒發親子
旅行攝影比賽獎項教育顧問陳麗貞校長頒發

親子旅行徵文比賽獎項

綠戰士組 
黃巴士組  

橙兵團組  

齊做熱身操

各位同學和家長在進行刺
激好玩的競技遊戲呢！

各組經過一個早上的親子競技活
動後，都贏取了豐富的獎品呢！

紅蘋果組 藍寶石組  

親子競技

紫水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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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健鴻醫生
日期：2015年5月9日（星期六）
地點：本校禮堂

為了讓學生和家長加深對敏感症的認識及了解，並能及早求醫，減

少萬一症狀出現時為學生帶來不良的影響。本年度本校家教會特邀請鄺健鴻

醫生為我們主持親子教育講座，題目是「神秘的敏感仔 - 認識及處理敏感病症」。

各家長都積極參與及留心聆聽講者的講解。

日期：2015年6月13日（星期六）
地點：本校課室

本年度親子甜品製作班在2015年6月13日(星期六)在本校舉行，這次活動的報名人數非常踴躍，多

達一百個家庭。當天特別邀請了專業甜品師傅教導我們製作芝士蛋糕，家長和小朋友們不但合力製作美

味的蛋糕，更從中增進了親子關係。

  

家教會主席黃明先生一家和林淑芳校長分
別與甜品師傅及參加者一同拍照留念

師傅耐心地教導家長和小朋友製作芝士蛋糕，看家長們和同學們聽得多留心!

和家人一起合力製作甜品，多溫馨!

親子教育講座

親子甜品製作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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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2015學年，我有幸擔任English Reading Mum，每星期一次在午休的時

段，與同學們分享英語故事。我和同學們很快便熟絡起來，而他們每次參與活動時，總是

表演得很雀躍和投入。他們時而一起朗讀句子，時而熱烈地討論故事情節，顯得充滿活

力。同學們可愛的面孔，天真的笑聲和熱情的態度，實在帶給我很強的正能量。

我希望自己微不足道的付出，能夠激起同學對英文的興趣，在未來的日子，繼續多

看圖書。努力啊！同學們！

1B 李昊為媽媽

這個學年，我幫助一年級的兩位非華裔男孩兒閱讀中文故事。
因應程度，我鼓勵他們讀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他們在閱讀的時候，既會爭相表現自

己，也會互相遷就和幫助，還因應故事內容不時發問，不時歡笑。
希望他們通過這每週一次的短短午休閱讀時間，能逐步提高中文的閱讀的能力，且

今後對中文學習更有興趣和信心。

2A 謝安泰媽媽

很高興有機會擔任中文閱讀媽媽。在過程中，從最初講故事給孩子
聽，到與孩子一起閱讀，至後期孩子講中文故事給我聽。孩子的逐漸進
步，讓我充滿了喜悅感和成就感。衷心希望每一位非華語學生都喜愛中文
閱讀，為學好中文打下堅實的基礎。

2B 洪智皓媽媽

It’s really been lots of pleasure to have a chance to be a reading mom. I still 

remember the day when I told my boy I finally could be a reading mom, his immediate 

responses to me was a sweet smile and got close to me and hugged me. Kids love 

parents to be involved in their school activities. I believe they love seeing us to “show 

up” and be around them all the time. My experience with this small group was happy 

but sometimes worry if they were not interested in the story. Although all sessions were 

short, somehow I wish ultimately they will enlighten their interest in English reading.

2B 鄭晉業媽媽

閱讀媽媽
家長義工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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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學生午膳家長義工的角色很有趣，既要嚴厲地監察學生們的進餐狀況，但又被他們天真無邪的樣子吸引着，和他們聊天。在短短的30分鐘裏，透過與學生們的交流，不但可以更了解學校的運作，又可以多些與老師們見面，加強彼此的溝通，亦可以讓家長們互吐心聲，一份小小的義工工作，實在是獲益良多。

2C 楊鍵朗媽媽

多謝故事媽媽，我愛聽故事，期望今年你仍能給我講故

事，我不會忘記你的。

1B 簡嘉朗

多謝你花時間給我讀圖書，教我認字。你說的故事十分生動、有趣。我很
喜歡和你一起看圖書，我也學會了很多生字，我現在可以自己看圖書了。

1B 羅熙桐 Ricardo

4A 鄺熙文

我覺得閱讀媽媽說的故事很有趣。我特別喜歡一個關於顯微鏡的

故事，我很想感謝她，因為她每星期都不辭勞苦地到來，跟我們分享很

多不同的故事。

5B 歐陽文婧

我覺得閱讀媽媽說的故事很特別。我特別喜歡一個關於鬼屋的故事，我很想
感謝她，因為她跟我們分享很多不同的故事，還常常鼓勵我們要多閱讀。

午膳家長義工

謝謝你們：學生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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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組  冠軍 二丙  關曦宇
親子旅行多樂趣，寶貴回憶盡抒寫。 

一年一度由學校和家長教師會合辦的親子旅行活動，於二月一日舉行。由於本年度參加是次旅行的家庭十分

踴躍，所以當日的旅遊巴士出發時，浩浩蕩蕩的一輛接一輛的；車上各人都懷着興奮的心情，向水頭水尾古蹟徑和

元朗錦田鄉村俱樂部前進 。

到達目的地後，我們首先參觀「便母橋」、「樹屋」、習武的「留耕堂」和「恩成堂」祠堂等。小朋友們對

於這些古蹟，都好奇地嚷着拍照留念。接着我們到了錦田鄉村俱樂部自助燒烤樂園，由於場內有各式各樣不同的設

施，例如：釣魚塘、射箭場、兒童遊樂場、小羊天地、有機農場、養蜂場……學生和家長們都驚喜地東張西望，興

奮的商討遊玩各場地的先後次序。 

爸爸提議我們先到小羊天地逛一逛，我和曦宇都異囗同聲地贊成。圍欄內的小黑羊，不停咩咩地叫喊着，像

貪吃糖果的小孩般討過路人給牠們草糧。可愛的小兔子，卻像害羞的小女孩，安靜的坐在圍籬的角落。忽然，我們

被一陣陣清香的士多啤梨味吸引起來;原來在我們的右邊，是一片有機士多啤梨種植場。我們情不自禁地走向前詢

問採摘的自費詳情，然後已急不及待的拿着籃子和剪刀，走進一排一排的士多啤梨園圃區。兩邊盡是大小不一、鮮

紅色、清甜撲鼻、令人唾液的草莓。我們忘形的剪剪摘摘，走左走右，直到籃子也盛滿滿了，才肯罷手去磅重付

費。啊!原來我們短短十五分鐘內已剪了近兩磅，大家用清水洗一洗，連忙放一顆新鮮的士多啤梨入囗，真是無與

倫比，真香甜，覺真超爽啊! 

午膳時候，我們全體師生家長在燒烤樂園，自由自在地在那裏享用自在燒烤。不同種類的食品，應有盡有，

大家都盡其在樂的燒烤着。有些學生吃飽後，在燒烤場內的金魚池掏金魚，有的在手工藝場做七彩沙瓶，有的在踏

單車…… 

爸爸和曦宇買了隻風箏，在陽光暖洋洋照耀着的草地上，東跑西跑的放着風箏。我看見他們一拉一放，一升

一墜，時快時慢，時高時低，跑跑追追，父子同樂，汗流頰面，好一幅歡樂的親子回憶照呢! 

約三時左右，我們在懷舊小食檔，買了些孩童時愛吃的花生糖、叮叮糖、咸檸檬、沙糖椰絲夾餅等懷舊食

品，便帶着依依不捨但卻有點疲乏的心情，再度踏上旅遊巴土，準備回程返香港島區解散。 

但，回程在天橋行駛途中，發生了一段小插曲！我們的旅遊巴士卻與另 一輛私家車發生了輕微碰撞，須要立

刻停駛，並等候交通警察叔叔的到來。車上的同學們，頓然好奇地探頭四處察看，七嘴八舌的討論着，我們的班主

任林老師，即時叫各位同學安靜地坐回座位上，她並機智地提出一些智力遊戲考考學生，讓他們能乖巧的，自動自

覺的在位上不再隨處走動。經過交通警察的調查，原來是私家車司機心急切線而碰撞了我們的旅遊巴。我和曦宇都

覺得：「路上駕駛守規則，胡亂切線生意外；生命保貴勿亂試，愛人愛己樂平安!」

這次學校舉辦的親子旅行真成功，感恩學校和家長教師會的悉心安排，令每家子女和父母都玩得投入，玩得

開心，玩得忘形，大家隨了體會郊遊活動的歡樂，亦在遊玩中加深了彼此的親子關係，真是相得益彰!明年我們一

定會繼續支持和參予。

身心舒暢忘煩憂，嘻哈歡笑全家樂!

親 旅子 行 作 比文 賽

低年級組

何潔瑩 (6A) 蘇慧婷 (6A) 朱俊瑋 (6C) 陳洛慧 (5B)  

李思慧 (5B) 楊雅楠 (5C) 鄭天昀 (5C) 鄭嘉榕 (4B)  

區洛瑤 (3B) 鄺胤延 (2C) 張芷嵐 (1B)

2014-2015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學生名單

親子旅行徵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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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組 亞軍 三丙  汪宏威 《圍村一日遊》
二月一日的早晨，我們一家四人懷着興奮的心情去中環碼頭和同學們坐旅

遊巴士參加親子旅行。

很快地，我們就到達了目的地──錦田鄉村俱樂部。下了車，我看見我的

面前有一座村落，那裏環境清幽，充滿了大自然的氣息。這裏全是兩、三層高

的樓房。每幢樓都各有特色，很多建築都古色古香，讓我感覺時光倒流，回到了過去。

我們先參觀附近的村子，那裏還有古代的書院、祠堂、樹屋和天后廟。我們首先來到了長春園。門前的對聯很特

別，寫有「長守中原舊，春回大陸新」，園內設有一個練武場，是訓練武科人材的學堂。

接着我們參觀二帝書院，二帝書院是供奉文昌和關帝的教學場所。那裏的椅子很窄，我一坐下去就摔倒了，可見

當年在這裏學習的小孩比我還小呢！

參觀完書院，我們就來到清樂鄧公祠了。祠堂是家族祭祀祖宗的地方，祠堂前卻鐵將軍把門──被鐵柵欄和鐵門

鎖住了，看來祠堂是全村最重要的地方了。

接着，我們來到了樹屋參觀。樹屋是一個被樹包圍的房子，已有很久的歷史。據說清朝初年，為防沿海居民接濟

明朝遺民鄭成功在台灣的鄭氏王朝，頒佈了遷界令，沿海居民必須向內陸遷徙五十里。於是屋主唯有離開，石屋便一

直荒廢。慢慢地石屋旁的榕樹不斷成長，一步步把屋包圍起來。只見樹幹粗壯，樹葉茂密，樹根枝幹盤繞，形成樹屋

合一的情景，讓我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

最後，我們來到了天后廟。天后廟內青煙裊裊，是村民祈求風調雨順和親人出海平安的地方。

不知不覺，已到了中午。我們到燒烤場燒烤，那裏有很多食物，還有我最喜歡的雞翼。特別的是，我們用錫紙把

蔬菜包起來，放進燒烤爐，烤完好吃極了！

吃完燒烤，我和弟弟來到大草地上玩耍。這裏真熱鬧呀，有的在放風箏；有的在追逐嬉戲。有的在踢足球。我和

弟弟在草地上踩單車。草地上佈滿坑窪，踩得很費勁，但我們仍然玩得很開心。

很快到了該回家的時間了，我們依依不捨地告別了這裏。今天在玩樂中了解了圍村的歷史、文化和習俗，增添了

知識，每次來這裏都有新的發現！

初級組 季軍 一乙  梁芍瑩 《令人愉快的錦田一天遊》
今天，我們一家三囗懷着興奮的心情第一次參加由學校舉辦的親子旅行 。

早上八時半，我們到了中環碼頭，很快便看到很多張熟悉的面孔:林校長、主任、老師和各位同學。校長和老師

的衣著跟平日上學的時候很不一樣，她們今天都穿上了整齊的運動服，顯得更有活力及神采飛揚。

在領隊的一聲令下，我們浩浩蕩蕩地登上旅遊巴準備出發，不到四十五分鐘的車程，我們便到達了錦田。我們先

在錦田水尾村外拍攝團體照留念，然後一團人一起走過便母橋到達「水頭水尾古蹟徑」，我們除了可以欣賞沿途美麗

的風景， 還可以親身到達廣瑜鄧公祠、錦田樹屋和天后古廟等名勝古蹟參觀，實在令我眼界大開。

在錦田樹屋旁，有一個硬地足球場，我和同學們在那兒玩捉迷藏，我的爸爸和我的同學一起玩，我們先猜拳決定

誰人被捉，爸爸輸了，我們一起追着爸爸， 爸爸被捉到了，大家都笑得很開心和燦爛。之後，無論我們猜拳誰勝誰

負，都是爸爸被捉，各位同學都愛追着我的爸爸來玩耍，大家都玩得很投入，一團人嘻嘻哈哈，玩得十分開心。

欣賞完充滿特色的古蹟後，我們到了錦田鄉村俱樂部，一進入俱樂部便被一片綠悠悠的農田吸引着，農田上長

滿了又紅又大的士多啤梨，我立刻跑到櫃檯取工具把這些又紅又大的士多啤梨從田裏剪下來帶回家中。士多啤梨這顆

大，那顆好像更大，我要把它們都帶回家中與弟弟妺妺分享。

中午十二時，我們肚子都餓了，大家開始在園內燒烤，爸爸忙着燒雞翅膀給我吃，媽媽忙着和我一起想着問答題

的答案。吃飽後，媽媽帶我撈金魚，金魚游得快實在捉不到，幸好同學的哥哥幫我們捉到了。媽媽買了一個金魚缸要

我好好照顧三條小金魚，一條代表我，一條是妺妺，一條是弟弟，牠們在魚缸中嬉戲，就像我們三姊弟一樣，不亦樂

乎!

問答結果公佈了，我們組答對了所有問題，我代表出去領獎，獎品是一大包零食，我立即和我們組的同學分享，

大家都很開心，滿載而歸。

下午三時半，我們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園地，踏上歸途。沿途我在旅遊巴上唱出電影一的主題曲，大家都很

開心滿足。

這天真是令人愉快的一天，我們平日除了要好好學習書本上的知識外，也要懷着感恩的心，欣賞大自然的真善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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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組  冠軍 六甲  謝元泰 《家教會親子一日遊》  

一大清早，我們一家到中環碼頭與其他師生會合，整裝待發，參加學校舉辦的親子旅行。

到達目的地──錦田後，我們先跟着導遊參觀了文物徑。文物徑內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長春園、二帝書院和錦田

樹屋。長春園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是一所培養武科人材的學堂，十分罕見。二帝書院是一所供奉文武二帝的教學場所。

我在此看到以前學習的條件簡陋，明白自己現在的學習條件是很優越的，因此深感幸福。在錦田樹屋，我們看到一座被

一棵老榕樹包圍的破舊石屋，這見證了清初時期下達遷界令的一段歷史。

走完了文物徑，我們來到寵物園，餵養黑山羊、兔子和豚鼠。黑山羊只要看到青菜便會立即爬上周圍的鐵欄，急

不及待吃到食物；兔子則非青菜不吃，還一副慢條斯理的樣子；小豚鼠們機靈活潑，我發現牠們喜歡啃鐵籠子多於啃青

菜，此刻，我的好奇心隨之被挑起，便從旁邊的榕樹隨便折了一根硬硬的氣根伸到了籠子裏逗牠們，看看牠們啃不啃。

沒想到牠們竟然爭着吃，結果把那條氣根扯成了幾截，津津有味地吃了起來！這個情形可把我給逗樂了。我看到這個現

象，疑惑不解，就趕快跑去請教爸媽緣由。他們告訴我，因為豚鼠是囓齒類動物，門牙會不斷生長，所以就要不斷地啃

咬堅硬地物件，磨短牙齒。我終於恍然大悟。

午餐後，我們一起去摘草莓。偌大的有機田綠意盈盈，上面錯落有致地點綴着紅紅地草莓。我發現有不少又大又

熟的草莓被藏在了草莓葉子底下。可能正因為發現了這個秘密，我們家摘的草莓比人家摘的都多。摘完了滿滿一籃子

的法國草莓後我們意猶未盡，又興致勃勃地去摘韓國品種。韓國草莓比法國的更鮮紅、嬌嫩，令我們更小心翼翼地去採

摘。我和妹妹「分工合作」，很快又摘了整整一籃！我盯着兩盒紅得鮮豔欲滴的草莓，垂涎三尺，只是因為快要開車回

程了，所以只好那回家再吃。

一日遊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這其中的點點滴滴令我十分難忘。因為這是我小學最後一次學校親子遊，我在享受

快樂的同時，也倍感珍惜啊！

高年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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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組  季軍 五丙班  陳嘉怡  《親子旅行》
今天是學校舉辦的親子旅行日。盼星星盼月亮的我懷着興奮的心情和爸爸媽媽一早來到集合地──中環五號碼

頭。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同學和家長們早已到達。聽說有好幾百人呢！好不熱鬧！我們乘坐旅遊巴浩浩蕩蕩地出發

去今天的目的地──新界錦田鄉村俱樂部。

不一會兒已到達。首先映入我們眼球的是一條橋，它叫「便母橋」，是錦田孝子鄧俊元於康熙四十三年（一七一

零年），聘請工匠建造，目的是方便母親過河探望孫兒，建橋費時六年，於康熙四十九年建成。這件事讓我學會了孝

順父母，尊重長輩，父母無微不至地照顧我們，所以我們應該要聽爸爸媽媽地話，報答他們。

我們接着參觀了很多古蹟，有長春園、廣瑜鄧公祠、樹屋等

等。我們把它們一一留在相機裏，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二帝書

院。二帝書院建於清朝道光初年。當時，生活條件差，溫飽還未解

決的情況下，由鄧族十六位着名士紳籌組興建。那裏設備簡陋，但

可以幫助小朋友學習知識。現在我們應該更加努力讀書，掌握各方

面的才能，長大做個有用的人。

參觀完各個景點後，緊接着是我期待已久及很喜歡的燒烤大

餐，有雞翅膀、香腸、牛排……我們吃得很飽很飽。之後，我們還

騎單車、撈金魚、看小羊……如此豐富的節目我還真是第一次呢！

天下沒有不散之筵席，活動結束時間已經到了，我只好帶着依

依不捨的心情回家去。非常期待下一次更精彩的親子活動。

高級組 亞軍 四丙  余平谷 《時空之旅》
二月一日早上，中環碼頭涼風習習，人聲沸騰，一個個熟悉的身影整裝待發，我們

學校一年一度的親子旅行日又到了。

經過短暫的車程，我們來到了目的地──水頭水尾村古蹟徑。在這裏，沒有城市

的繁華、喧嘩，只有郊外的樸素、寧靜，真有點返璞歸真的感覺，沿着彎彎曲曲的鄉間

小路，我參觀了便母橋、二帝書院、鄧公祠和錦田樹屋，我一邊聽導遊講解，一邊細心

領會，不知不覺自己仿佛便穿越「時空隧道」回到了幾百年前，我看到便母橋上母親

的慈祥笑容，聽到二帝書院學子的琅琅書聲，感受到鄧公祠裏村民集會的緊張氣

氛，體驗到樹屋下一家人生活的悠閒景象，令人遐想連篇，難以忘懷。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次旅行令我滿載而歸，我真心地期

待下次旅行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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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級組

鄭忠軒 3C班
焗畫多樂趣

初級組 冠軍 初級組 亞軍

梁芍瑩 1B班
豐收的一天@士多啤梨園

初級組 季軍

初級組 優異獎

鄭貝怡 1C班
草莓園

初級組 優異獎

黃樂盈 2B班
親子樂悠悠

高級組 亞軍

鄭嘉榕 4B班
摘草莓高級組 季軍

李睿喬 5A班
百年樹屋蔭我家

親子旅行攝影比賽

葉晴 2B班
溫暖的家

高級組 優異獎

余平谷 4C班
兄弟幫

高級組 優異獎

陳嘉怡 5C班
根深情厚

高年級組

高級組 冠軍

鍾承熹 4C班
我都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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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2014-2015年度財務報告

(15/9/2013至14/9/2014) 

義工鳴謝:

編輯委員會：
顧問：林淑芳校長 委員：胡國柱主任 陳景康老師 莫翠珊老師 林翠瑩老師 梁亮老師 葉美儀女士  郭思麗女士

第九屆家教會活動(2014-2015)概況及常務會議
家教會活動 舉辦日期 舉辦地點
家教會周年大會 08-11-2014(六) 學校禮堂
第一次常務委員會 21-11-2014(五) 學校視藝室
第二次常務委員會 09-12-2014(二) 學校視藝室
聖誕聯歡 19-12-2014(五) 學校禮堂
第三次常務委員會 23-01-2015(五) 學校視藝室
親子旅行 01-02-2015(日) 水頭水尾古蹟徑

錦田鄉村俱樂部
第四次常務委員會 06-03-2015(五) 學校視藝室
親子競技 29-03-2015(日) 卜公花園足球場
第五次常務委員會 24-04-2015(五) 學校視藝室
親子講座：
神秘的「敏感仔」- 
認識及處理敏感病症

09-05-2015(六) 學校禮堂

親子甜品製作班 13-06-2015(六) 學校課室
第六次常務委員會 18-06-2015(四) 學校視藝室

名譽顧問：
顧問：
主席：

副主席：
文書：
司庫：
總務：
康樂： 

宣傳及聯絡：
增選家長委員：

義務法律顧問：
義務核數師：

 李傑之校監 教育顧問陳麗貞校長
 林淑芳校長
 黃明先生
 胡國柱主任
 葉美儀女士 林翠瑩老師
 梁可為先生 莫翠珊老師
 鄺健鴻先生 何詠賢女士 范星老師
 郁思源先生 陳文先生 
 張詠詩女士
 張華莉女士 許    婷女士 郭思麗女士 
 郭健恆先生 郭盛珍女士 陳啟南女士 
 楊    綺女士 趙愛甜女士 羅艷紅女士 
 何麗芳女士
 劉逸詩女士
 卓偉強先生

第九屆家長教師委員會

收入方面 2013/2014 2014/2015
本年度會費 10,470.00 9,780.00 
會員捐款 38,420.00 35,405.00 
教育局資助
(活動經費)

12,311.00 11,689.00 

親子旅行
(團費收入)

81,610.00 128,352.00 

親子甜品製作班材料收費 200.00 400.00 
銀行存款利息 3.22 2.57
總收入 143,014.22 185,628.57
支出方面
(1) 一般支出
 家長教師會週年大會 4,986.20 4,866.70 
 中西區家教會會費 100.00
 致送學校盆栽 270.0 -
 家教會會訊 7,600.00 -
 家教會文具 - 449.00
(2) 活動支出
 親子旅行 74,559.80 119,348.00 
 家長講座 1,937.60 390.00 
 親子競技日 3,978.30 4,935.80 
 親子甜品班 180.00 320.00
(3) 其他支出
 英文電子圖書 20,000.00 
 贊助學校校訊 5,980.00 6,800.00
 捐贈學校圖書金 12,000.00 12,000.00 
 捐贈學校綠化設施及植物 8,000.00 8,000.00 
 新年佈置 - 98.00
 聖誕聯歡會場地佈置用品/ 
 禮品/糖果

2,465.80 2,342.00 

 捐贈學校嘉年華開放日佈 
 置用品及禮物

2,499.60 2,900.00 

 畢業禮致送長期服務老師 
 花束及禮物

- 1203.60

 家教會獎學金支出 2,200.00 2,200.00 
 畢業禮果籃 600.00 285.00 
 家教會室貯物櫃 441.00 -
 敬師日水果籃 435.00 -
 2012-2013家校合作活動 
 津貼餘款 (退回教育局)

3,086.00 2,250.00 

 銀行服務費 - 150.00 
總支出 151,319.30 168,538.10
純收入(總收入-總支出) (8,305.08) 17,090.47
加：上年度結餘 71,902.37 63,597.29 
本年度結餘 63,597.29 80,687.76
現金及銀行結餘
匯豐銀行往來戶口
#500-642855-001

16,193.27 53,892.43 

匯豐銀行定期存款戶口
#002-8-412948

30,000.00 -

匯豐銀行儲蓄戶口
#002-8-412948

25,002.12 25,891.43 

流動現金賬 1.90 903.90
71,197.29 80,687.76

2014-2015年度會務報告

黃　明 鄭凱文 陳　文 梁可為 張詠詩 鄺健鴻
何詠賢 葉美儀 郁思源 何麗芳 羅豔紅 郭盛珍
陳啟南 趙愛甜 張華莉 楊　綺 郭思麗 郭健恆
李碧珠 蕭　蓮 黃嘉培 林曉嘉 黎佩珊 陳穎蘭
陳桂杰 陸　嬋 勞敏儀 Hannah Hon  伍鳳玲
朱詠意 俞淑玲 唐晶玲 陳玉燕 林頤年 岳秀彬
陳國剛 石小玲 葉毅瓊 胡蔭棠 崔錦榮 吳穎楠
陸美莉 曹紀兒 余艾珊 袁賽林 楊愛華 張麗韶
周婷婷 張燕儀 朱國筠 陳美珍 陳湘雲 葉瑩芳
胡開珍 葉聯平 Michelle Hui 葉彩芬 張紅武
Wan Helen 莫豔貴 鄧立華 吳國強 鄧偉花
區儉詩 吳洪英 Chu Wai Yin 鄧紅梅 楊蘭香
曾秀玲 郭婉儀 李少娣 黃　力 陸雪詩 麥美儀
Li Suet Yee 郭曉萌 鄭嘉麗 陳美芬 王麗霞
黎豔媚 歐穎清 葉美緻 鄭健明 蘇淑貞 馬　莉
孫詠兒 劉付輝燕 陳漢雄 邱良永 陳蘊佳 盧靈鳳
徐月明 陳新麗 黃　金 陳　秀 施小萍 程　芳
劉美君 鄧淑嫻 梁彩雲 朱美蘭 曲莉珊 陳美慧
麥美儀 朱惠妍 盧靈蘭 鄭楚和 楊燕君 丁　紅
王娟華 蕭曉璇 俞淑玲 黃紹鑫 周健婷 張　劍
麥杏英 張迭英 鄧秀蘭 徐愛娣 梁寶詩 袁玉娟
李紅梅 楊琼艷 陳思妮 羅國枚 Lau Mei Kwan
許　婷 季曉明 湯穎儀 馮海青 王慧清 羅遠霞
陳平拉 陳凱欣 鄧秀玲 張麗琳 許春暉 冼簡芳
陸　茵 王曉寧 劉樹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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