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淑芳校長

每次為家教會會訊提筆，都令我費煞思量，要珍惜每次出版的機會，跟大家分享

我的所想，期望得到迴響。還記得上期以「好言好語──有讚無「彈」」為題嗎 ? 分

享了讚賞的威力，自會訊一出，家長嘗試讚得具體，讚得到位，不乏有明顯成功的例

子，大家都同意突顯子女的成功，他們的自信隨之增強。然而大家可有發覺要培養子

女真正自信，不流於自滿驕傲，也相當重要呢！

「滿招損，謙受益。」是中國傳統的一句古訓。當中的道理不難理解。初嘗成功，

沾沾自喜，錯以為個人的力量凌駕一切時，自滿會限制了追求進步的空間。自滿的

人往往說話囂張，自吹自擂，一切以自我為中心，一副無人能及的模樣，人際交往

缺乏尊重，必定與孤獨為伴，人生怎會快樂 ? 相反真正有自信的人能欣賞自己的優

點，肯定自己的價值。對認識的事情不自誇，對不懂的事情不恥下問，虛心學習。

能接受別人的意見，心胸廣闊，可以為別人和大局着想，而謙退謙讓。

為了避免驕傲自大，我們要培養子女有感恩的心。在肯定讚賞子女努力得來的

成果時，亦要他們明白除了自身努力外，周圍身邊人對他們的付出，例如父母的悉

心栽培，老師的訓練提點，同學朋友的支持鼓勵等，一切一切的配合，才能造就他今日的成功。在大肆慶功時，

父母別忘記教導他們要知恩，要感恩。擁有知恩感恩的心，展現謙遜，才不會只炫耀自己的能力，才不會居

功於自己一人，才不會自以為了不起，而不求改進。謙遜的態度能讓人和睦相處、互相欣賞，互相尊重，虛

心向他人學習，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我們在歷史中認識的先賢，像春秋時齊國宰相晏嬰、萬世師表孔子等，

他們的言行，就是既謙遜又自信的表現，給孩子多讀名人故事，見賢思齊，對他們一定有所啓發。

我深信家校合作，上行下效，在我們悉心栽培下，定能培養出真正自信的孩子。

心話校長深
知恩感恩 培養謙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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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可為先生(司庫)

歲月匆匆，轉眼便

即將完成兩年的家長教

師會任期。我的大女由一

個什麼都不懂的小一生轉眼

變成了小三學生，而二女亦剛

剛開始適應了她的小一生活。在參

與家教會的兩年間，通過參與各種會議和活

動，令我與學校有更緊密的聯繫，我能了解到

學校的教育理念和老師們的熱誠，我真的放心

把我的小朋友全都交到這所學校接受教導。

	在家教會內，老師和家長仿佛就像一家

人一樣，大家互相幫忙和合作，務求把每項活

動都做到盡善盡美。我希望來年大家繼續同心

協力，繼續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亦祝願校長

和老師們生活愉快，同學們成績更上一層樓。

	

葉美儀女士(文書)

家教會是一個以同

學福祉為目標之一的團

體。不為個人名利，純為學

校、學生服務；不只物質的提

供，更考慮學生的心靈成長，以有

限資源作無限的事情。十數人的家教會委員，要加上無數

的家長義工才能成事。

參加家教會，令我更了解學校及學生的需要，更明

白集腋成裘的重要性，所以會議中各老師及家長的意見是

正面及有建設性的，也有遠見和目標，這是一個有理想和

有宗旨的平台。

家長的我從參與各項家教會舉辦的家校活動，可更

投入小朋友的校園生活，與他們共同成長，分享及分擔他

們的樂趣與困難，了解現代小孩的喜惡與擔憂，所以，我

非常鼓勵小朋友多參予團體活動及為學校學生服務，學習

與人合作和溝通、關心校務、認識貢獻，這是成長過程的

一種體驗，也讓學生有一個認真又多元化的學習生活。看

到同學們面上的喜悅就是推動更多健康活動與服務的原動

力；也感受到老師不但教書，更要教人，所以感恩過去兩

年讓我有份在家教會裏服侍！

陳文先生(康樂)
這屆家教會的任期很快就要結束了。很感恩在任內的活動可以順利地完成，這有賴一班委員和義工們的通力合作，加上家長同學們的熱烈参與。
在眾多的活動之中，印象較深刻的是親子旅行和親子競技。兩項活動都可以讓家長和子女一起參與。親子旅行参加人數超過500人，可以選擇的地方並不多。雖然許多家長都曾經去過這個地方，但是他們都很珍惜出席活動的機會。在燒烤場所見，家長和同學一起準備食物，圍著燒烤爐聊聊天，共同分享食物，場面溫馨愉快。親子競技我認為是一個最富挑戰性的活動。這種挑戰不是項目的難度，而是天氣。由於活動在卜公花園進行，下雨會嚴重影響活動的部署和進行。幸好連續兩年都是在活動前一晚下大雨，活動當天早上天氣轉晴。讓師生及家長們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下舒展筋骨和發揮技能，真是二校仝人的福氣。

老 師 們 在 教 學 之
外，還要籌備各項家
教會活動，謝謝您
們的付出﹗也感
謝熱心的家長
義工們和默默
支 持 活 動 的
家長們和同
學們。

黃明先生(主席)
大家好！新學期又開

始了，不經不覺小兒也畢
業升讀中一，我們一家懷著不捨的心情展開人生的另一旅程。

當了兩屆的家長教師會主席當然有百般滋味在心頭，非常感謝能參與學校的活動，增加了不少互助和學習的機會。這幾年我真的看到現在的小孩，有跟我們小時候不一樣的學習生活。在這個時代，大多數人都是幸福的，但卻將不幸運的少數給遺忘了！怎樣才可以讓孩子在這個社會更健康的成長呢？我個人認為德育是不可忽略的，而在每一個階段也需要不斷的升級，這樣我們必然會成為更強大健全的人，人與人之間必定能發展得更和諧融洽。希望各位同學在每天的生活都學會感恩，父母的養育之恩和師長的教育之恩更是要時時刻刻記掛在心中，成為一個善良的人，長大後回饋社會。最後，我衷心感謝英小二校的每一位良師，培育我們的小孩莊茁成長！

郁思源先生(康樂)
焯詠在小學的生涯

中，不知不覺已到了最
高的六年級了，回想兒子
在小一新生入學第一天的情景，歷歷在目，像昨天發生似的，聽回他小一時朗讀第一課中文《我的學校》的聲音，真的太可愛了。

	在英小二校成長的五年中，他得到了同學們的真摯友情，老師們的關懷愛護和寶貴的知識，更重要的，就是學會做人的高尚品格，能夠盡心地幫助別人，不會自私自利；而體格上，學校也給予他多方面的發展空間和機會，令他在學校裏每天都能愉快地成長。在成績方面，老師們也會為每位同學作特別的學習安排，務求能讓每位同學都能取得最佳的成績，我相信只要焯詠他能夠配合老師作出努力，一定可以得到回報的。
最後，我希望他能好好地享受和珍惜今個學年，因為將來只能在回憶中才能找到小學裏的老師、同學相處的快樂片段！		

委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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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健鴻先生(總務)

過了今年的中秋，

便要卸任為期兩年的家教

會執委。回想起這兩年，

家教會擔當了家長和教師

的重要橋樑，達致雙贏的局

面。這正好在英小二校在政策

的改變上反映出來，例如小四分

班條件的改變，上課時間的調動和加入

導修課等，老師都能和家長有充分的溝通和得到共

識。我的女兒和兒子亦因此改變在家中有更多的時

間跟我談天，增進了彼此的了解。	因為當了執委的

緣故，與老師們的關係密切了。	我深深感受到他們

視我們的子女為己出，盡心盡力地教好他們。	亦因

為當了執委，我認識了一班熱心家長，大家齊心努

力為我們的孩子付出。

	這兩年，參加了執委工作使我我學到了很多組

織活動的經驗，亦為自己的子女作了一個榜樣，無

論在多困難的情況下也不可放棄。	學校跟家長有良

好的溝通，最終受益的就是我們的子女。希望來屆

仍然有機會參與這有意義的工作，繼續回饋自己的

母校！

郁思源先生(康樂)
焯詠在小學的生涯

中，不知不覺已到了最
高的六年級了，回想兒子
在小一新生入學第一天的情景，歷歷在目，像昨天發生似的，聽回他小一時朗讀第一課中文《我的學校》的聲音，真的太可愛了。

	在英小二校成長的五年中，他得到了同學們的真摯友情，老師們的關懷愛護和寶貴的知識，更重要的，就是學會做人的高尚品格，能夠盡心地幫助別人，不會自私自利；而體格上，學校也給予他多方面的發展空間和機會，令他在學校裏每天都能愉快地成長。在成績方面，老師們也會為每位同學作特別的學習安排，務求能讓每位同學都能取得最佳的成績，我相信只要焯詠他能夠配合老師作出努力，一定可以得到回報的。
最後，我希望他能好好地享受和珍惜今個學年，因為將來只能在回憶中才能找到小學裏的老師、同學相處的快樂片段！		

張詠詩女士(聯絡)

加入了家教會四

年，我與家長們多了溝

通，一起分享管教子女的心

得，與校長和老師的距離亦拉近

了，因而對學校的運作亦加深了解。每次

參與活動中，都認識到一班新的家長，大

家都在歡笑聲中渡過，使我更加積極和投

入這一份有意義的任務。過往舉辦的活動

中，得到校長、老師、工友及家長義工的

幫忙，才可順利地舉行。在這裡向大家說

聲「多謝」！

何詠賢女士(總務)
	一直以來，我對兒童教育有濃厚的興趣，感謝上天賜我一個乖巧孝順純良的沈明佑，感謝丈夫的支持，讓我能夠當上輕鬆的母親，讓我可以有時間用自己微薄的力量，為學校為我們的孩子做點事情。
雖然，直到現在我仍然是懵懂無知，但幸得到校長、各老師和家長教師會同仁的一起努力，把過去兩年家長教師會一系列的活動做好！

期待，在新一屆的家長教師會有更多的家長積極參與，支持老師，愛護學校！

委員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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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家第 員會長十 大會師教六 會
文藝暨 表學 演生

日期：2015年11月7日(星期六) 
地點：本校禮堂

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學生文藝表演已於2015年11月7日(星期六)下午在

學校禮堂舉行。承蒙主禮嘉賓李應生太平紳士(百成堂集團主席，香港島校長聯會名譽

會長)及楊啟健博士(英皇書院同學會會長)蒞臨主禮，李應生太平紳士更跟大家分享本

校四個核心價值觀(關愛、尊重、責任感、感恩)的內容。當天的學生文藝表演節目多彩

多姿，包括：普通話歌唱表演、口琴合奏、樂器合奏、中國鼓等，家長與教師濟濟一

堂，場面溫馨熱鬧。

李傑之校監致歡迎辭

主禮嘉賓李應生先生BBS，
MH，太平紳士致辭，內容圍
繞本校四個核心價值觀

黃明主席省覽及通過2014-
2015年度周年會員大會會
議紀錄及會務報告

司庫莫翠珊主任省覽及通過
2014-2015年度財務報告

李傑之校監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
李應生先生BBS，MH，太平紳士

李傑之校監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
英皇書院同學會會長楊啟健博士

范佐浩校董頒發中、

英文閱讀媽媽感謝狀
家長教師會捐贈支票儀式

普通話歌唱表演：《牧童之歌》 口琴演奏：‘You raise me up’

樂器演奏：‘Over the rainbow’

中國鼓表演：《龍騰虎躍》

林國榮校董頒發家長義工感謝狀

頒發「I CARE」嘉年華日
暨跨學科學生課業作品展之
課業展覽比賽優勝者獎品

頒發「I CARE」嘉年華日
暨跨學科學生課業作品展之
攤位設計比賽優勝者獎品

英皇書院同學會會長楊啟健博士頒發中西南及離島

區推廣義務工作計劃2014年度義工服務嘉許狀
楊啟健會長頒發2014-2015年度幼童軍及小童軍領袖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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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聯 會歡
日期：2015年12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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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聯歡會當日，聖誕老人和義工們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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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

上演唱聖誕歌，整個校園都洋溢着歡樂的聖誕氣氛。

聖誕老人在學校大堂歡迎同學們，派發糖果

合唱團表演

牧童笛表演口琴表演

J.3大合唱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J.4大合唱 Joy to the World

J.5大合唱 Rudolph the Red 
Nosed reindeer

J.6大合唱 Winter Wonderland

聖誕大抽獎，同學們都滿載而歸

J.1大合唱 馬槽歌
J.2大合唱 Jingle 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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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親子

日期：2016年1月31日(星期日) 
地點：大棠荔枝山莊

2016年1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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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我們七百多名的家長、學生

和老師一同前往大棠荔枝山莊遊玩了一天，更品嚐了美味的自助燒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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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遊向各位家長及學生
簡介生態園的資訊

學生在莊園內騎自行車

活潑好動的同學們挑戰繩網陣

喜歡靜態活動的同學則
與家長進行手工藝創作

家長、同學及老師們都一起
享受自助燒烤的樂趣

午間猜謎遊戲的勝出者
獲得豐富的禮物

同學們還在莊園內
餵飼小動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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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車的家長、同學和老師們先來一張大合照

日期：2016年4月17日(星期日) 
地點：卜公花園足球場

2016年4月17日(星期日)是學校及家長

教師會合辦的「親子競技日」，當日天公造

美，在連日的雨天後放晴，讓我們能順利舉

行這一年一度的親子活動，十分感恩。當

日參加人數逾四百人，場面熱鬧，各位老

師、家長和同學都度過了一個愉快、溫馨

及健康的早上。

技親 日競子

主禮嘉賓英皇書院同學會會長楊啟健博士、李傑之
校監、林國榮校董、家教會黃明主席及林淑芳校長
與一眾嘉賓合照

「紅蘋果」組獲得啦啦隊冠軍

林淑芳校長致歡迎辭
楊啟健會長頒發

親子旅行攝影比賽獎項 黃明主席致送紀念品
予各位嘉賓

各嘉賓進行剪綵儀式

教育顧問陳麗貞校長頒發
親子旅行寫作比賽獎項

護脊大使林育鋒老師帶領參加者進行「護脊操」熱身活動

無論是嘉賓、家長、同學及老
師均全力以赴參與競技遊戲，
渡過一個充實而健康的早上

本校中國舞蹈組表演助興

紫水晶

紅蘋果

藍寶石綠戰士

橙兵團

黃巴士

「紫水晶」組獲得全場總冠軍



品製親 作子甜 班
日期：2016年6月11日(星期六)  
地點：本校201室

本 校 家 長 教 師 會 每 年 均 會 舉 辦

親子甜品製作班，今年同樣邀請專業

甜品師開班教授製作「綠茶慕絲」讓

學生和家長在一個輕鬆愉快的星期六

下午，一起分工合作，製作甜品，既

可培養孩子專注力，亦能增進彼此感

情，確實是一個既有教育意義又富趣

味性的親子活動。 

8

子 」談「 說談與 說，情孩 愛
育講親 座子教

日期：2016年5月21日(星期六)  
地點：本校音樂室

 為了讓家長更掌握與孩子溝通的有效方法，了解主動聆聽及尊重

孩子感受的重要，從而為孩子建立正面自我形象。本校與家長教師會特

邀請全人發展中心輔導心理學家梁瑋瑩小姐主持「與孩子談談情，說說

愛」親子教育講座。當天講座內容非常實用，與會家長又能與講者充分

交流教育子女的心得，對學生及家長有莫大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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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心家 聲長義

在過去一年裏，很高興能擔任中文閱讀

媽媽，每個星期一中午和3位同學一起分享圖

書。

記得我們一起讀過報紙，講過笑話，看

過繪本故事，猜過謎語。每個小朋友喜歡的內

容都不一樣，但是大家都能投入到各種主題當

中，互相遷就。大家都喜歡大聲朗讀，積極回

答問題。有時還把我帶來的書借回家細細閱

讀，讓我感覺他/她們樂在其中。我家曦元知

道我擔任故事媽媽，每次都讓我回家後，把和

同學們閱讀過的圖書再和他分享一次。

我很享受這段閱讀時光，衷心希望每位

同學都喜愛閱讀，養成愛閱讀的好習慣！

這是我第一次為學校擔任「閱讀爸爸」

的工作，真是感受良多﹗能與同學們分享自己

喜愛的讀物，而且還能引發他們的閱讀興趣，

真是一份既有價值又值得興奮的事情。同學們

經過了一整個早上的課堂後，還能興致勃勃的

來到中午的閱讀時間，可真是難能可貴﹗最值

得欣賞的是當我以為他們會疲疲乏乏的時候，

他們竟然還是精力充沛的。可見我們學校雖然

著重同學的學術成績，但課程的安排應該也不

會太累人。在最後，我真的很感謝學校能舉辦

這些活動，好讓我們一班家長們能加深了解我

們子女所就讀的學校。

2A 張曦元家長

1B 周政毅家長

Thanks for giving me a chance of being a 
reading mom for the past two years, I was learning 
a lot from those lovely kids, not only patience but 
kindness. As I realized the different English levels of 
students, they really need special caring. Hope all 
the parents can spend more reading time with their 
own kids, which is definitely essential to upgrade 
their English standard. 

3C 何俊言家長

又開學了，也迎來了當中文故事姨姨的

第四個年頭。

這每週一次，每次短短25分鐘的中文故

事時間，不僅充滿了孩子們稚嫩的讀書聲，還

伴隨著他們可愛的笑容、期盼的眼神和對故事

內容好奇的發問……這些，已經成為我的一份

牽掛。

希望故事姨姨在陪讀中的一點堅持，能

帶給孩子們一點學習中文的動力和樂趣。孩子

們，加油啊！

In looking back the years as a reading mom, 
they were fruitful and interesting. It’s interesting in 
a sense that my boy seems to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reading mom is always my mummy’s duty.  
Well, it might be good in some sense but it ’s 
possible that he is still like a baby who always 
misses his mummy so much.  However, it is true that 
he knows that both his mummy and I like to go to 
school. The fact is, I want to let my boy know that 
the seeds of "persistency and consistency" are very 
important to be planted in head. 

The children I was with in the groups were 
more eager to learn.   To know more drives a big 
motivation to learn more.   Thanks again to the 
school and I am very happy and definitely it was a 
good experience and a pleasure to have the chance 
to be one of the schools’ reading moms. 

3C 謝安泰家長

3A 鄭晉業家長

閱讀爸爸媽媽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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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學校給予機會讓我擔任家長義工，協助照顧學生午膳。每位同學的飲食態度

和食慾不相同，我會鼓勵同學盡量多吃，不偏食、不浪費，希望每位同學都能養成良好的

飲食習慣。

每周一次的照顧午膳工作，短短30分鐘的相處，我和同學拉近了距離。孩子們樂於

和我分享他們的喜怒哀樂，這讓我感受到同學之間的融洽和關愛，也感受到孩子對義工姨

姨的尊重和信任。

希望日後能參與更多家長義工工作，為學校盡一分綿力！

大家好，很高興可以在這裏跟大家分享我加入學校義工團隊，特別是擔任照顧學生

午膳姨姨的心聲和經歷。

在這四年裏，有很多珍貴的回憶，我在學校擔任不同類型的家長義工，但照顧學生

午膳，是我最開心的任務。開心的是，每個星期都有一次近距離的接觸不同年級的學生，

有些低年級學生飯吃得很少的時候，我們家長義工會用不同的方法鼓勵他們；當他們吃的

很開心時，連我自己也會開心。更重要的是，原來很多同學開始認識我們這班義工姨姨，

如果我因事在某個星期未能來到學校，很多學生都會問起為什麼姨姨沒有來，久而久之，

我與學生之間也建立了感情，每次看到他們天真的笑容，我都會由衷的開心。作為照顧學

生午膳姨姨這個過程很簡單，但透過此義工團隊加深了我對學校的了解，並且學到互助互

愛，為己為人。最後，希望更多的家長加入照顧學生午膳義工團隊，可以為孩子樹立一個

良好的榜樣，大家一同成長！

閱讀媽媽，你最近好嗎?工作忙嗎?我

希望你還有時間講故事給我聽。多謝你抽

出寶貴的時間來為我講故事。

閱讀媽媽，謝謝你常常講故事給我

聽，這學期我三年級了，我會努力學習，

專心上課，做個好學生。

閱讀爸爸，多謝你用心地和我們一起

看圖書，我很喜歡這個活動，因為我可以

看到很多有趣的英文圖書，亦學會了很多

閱讀和理解內容的技巧。

閱讀媽媽，多謝你每個星期都來帶領

我們閱讀很多有趣的英文故事，我很喜歡

這個活動，因為我學會了很多我不懂的英

文生字。

閱讀媽媽，謝謝你常常講故事給我

聽，我很喜歡聽你的故事，我會努力學

習，多閱讀圖書。

2B 洪智皓家長

4A 彭志聰家長

2A 余倬德

2C  NAOMI 

3C 劉穎芝

3C 蕭洛喬   

2B 蘇詠淇

照顧學生午膳義工心聲

謝謝你們：學生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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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慧(6B) 陳洛慧(6B) 鄭天昀(6C)

曾宇謙(5A) 呂德泰(5A) 吳家朗(5C) 曾慶浩(5C)

施阮珺(4C) 謝安泰(3C) 董士琛(2A) 莫嘉熙(1A)

2015-2016年度 師

行

會

作

家

親

獎

文 賽

長

子

金學

比

教

旅

大棠荔枝山莊一日遊
這天是我期待以久的「親子旅行日」。一大早我們便坐巴士到中環碼頭和老師、同學們會合。在車上坐了大

約一個小時，終於到達目的地 —大棠荔枝山莊了。一下車我們便看到一大片綠油油的農田。放眼望去，遠處羣

山環繞，山上的樹木層層疊疊，像一幅連綿不斷的畫卷，顯得山腳格外幽深神秘，好似一處世外桃源。

照了一張集體大合照後，導遊便帶領我們遊覽荔枝山莊的景點。一路上都是一些平時較為罕見的樹，有筆直

的椰子樹、鬱鬱蔥蔥的楊桃樹、高大的沉香，還有枝葉繁茂的荔枝樹等等，令我大開眼界。

突然，我聞到一陣臭味，原來我們到了馬場。裏面有很多白色和黑色的駿馬。牠們高大威武、英姿颯爽，不

愧為古代武士的坐騎。小朋友們騎上牠也威風澟澟呢！

接著，我們來到了迷你動物園。首先，我們看到了傳說中美麗的孔雀，只見牠們頭上披著寶石綠的羽毛，拖

著美麗的花紋的尾巴，矜持地在籠子裡踱步，的確是風度翩翩，氣質不凡呢！接著我們驚奇地看到了一羣來自非

洲的駝鳥，牠們的脖子長長的，毛髪顯得凌亂，我們還發現其中一種鴕鳥的眼睛是紅色的，十分兇惡的樣子，還

用腳去踢籠子。我買了杯蘿蔔餵牠，怎料到那鴕鳥竟一口把蘿蔔搶過來！我連忙躲開。爸爸說這是來自澳洲的鴯

鶓，性格較為兇猛。

我轉頭就去餵兔子，兔子渾身潔白無瑕，眼睛像顆紅寶石，可愛極了！不過兔子太柔弱，吃了一半蘿蔔就掉

下來了，我嫌牠浪費食物，就走去餵最受歡迎的山羊，山羊個性溫和，吃東西也慢條斯理，看來性格好也更受歡

迎呢！

然後我們到了繩網陣，我順著路往上爬。開頭還覺得很容易，到了中間，繩索開始搖搖晃晃，其中有一關是

要爬一個由繩子做的梯子，那梯子一高一低、一矮一寬，不時還有幾塊青苔在上面。幸好，這一點也難不倒我，

我縱身一躍，就跳上去了，就這樣，我終於到了終點站了。

吃完燒烤，我們來到荷花池游玩。只見平靜的湖面象一塊無瑕的翡翠，閃爍著美麗的光澤，讓人迷醉。微風

一吹，湖面掀起了層層的漣漪。

不知不覺，回去的時間到了，這次旅行，我們欣賞了美麗的自然風景，還認識了許多稀有動物，真讓人依依

不捨啊！

高級組 冠軍
4A 汪宏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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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大自然之旅
今天是學校一年一度的親子旅行日，雖然天氣有點冷，但也無阻我們對這次活動的熱情。待所有家長和同學集

合後，一輛輛滿載著歡聲笑語的旅遊車便浩浩蕩蕩地出發了。

一下車，一塊古色古香的牌坊馬上映入眼簾，上面清晰地刻著「大棠荔枝山莊」，牌坊後面，是一條彎彎曲曲，

蜿蜒向前伸展的小路。走在路上，只見兩旁綠樹成蔭，青翠欲滴。偶爾，還能聽見吱吱喳喳的小鳥聲，聞到遠方飄

來的陣陣果香。這時，我彷彿走進傳說中的「世外桃源」。走著，瞧著，山莊的遊樂設施忽然呈現在我們面前，我

們興奮地直奔繩網，把那裏擠得水洩不通。繩網縱橫交錯，通道大小不一，我和同伴們時而踏著木樑行走，時而抓

著繩索攀爬，時而彎腰匍匐前行 ....... 此時此刻，簡直就是西遊記裏的花果山情景。玩了一個多小時，我們都已大

汗淋漓，擦擦額上汗水，一個個綻放出可愛的笑容。

隨後，我們來到荷花池。難得來到遠離煩囂的樂土，當然要和家人繞著荷花池漫步，諦聽水車緩緩轉動之音，

欣賞荷花亭亭玉立之態，感受魚兒水中嬉戲之樂。跨過小橋，我們走進四面環水的湖心亭，人在水中央，真是別有

一番滋味在心頭！

最後，我們來到燒烤場。師生、家長歡聚一堂，談笑風生，一個個狼吞虎嚥，開懷暢飲，霎時，整個燒烤場洋

溢著歡樂的氣氛。

「偷得浮生半日閒」，我期待著還有機會放下書包，走出校門，再次投入大自然的懷抱。

親子旅行
啊！今天真是開心的一天！我一邊躺在牀上，一邊回想著今天的親子旅行……

今天是學校一年一度的親子旅行。我們一家一大清早就乘搭旅遊巴士去今次旅行的目的地−元朗大棠荔枝

山莊。

到達之後，大家先集合照一張開心大合照，接著導遊便帶我們參觀，並介紹一些動植物。參觀完後，我們便開

始自由活動。首先，我們用活動套票去買紅蘿蔔，餵飼一些動物，我們先餵了山羊。當我拿著食物靠近羊棚時，山

羊們立刻一窩蜂地擁過來，嚇得我們躲在爸爸身後。那些羊們互相排擠，有些還用羊角撞開其他比牠弱小的羊，所

以大多數的小山羊都要挨餓。這時一頭與眾不同的大山羊出現了！牠用牠那特別的羊角撞開其他山羊，並吃到我的

食物。這一刻，我明白了「弱肉強食」的道理。

接著，我們便去採摘有機草莓，結果卻大失所望，草莓還未成熟，只好欣賞遍地的草莓花了。

很快便到了午餐時間了，我們便去燒烤區燒烤，好美味呀！快樂的旅程很快就結束了，返程時間到了，我們便

依依不捨的離開了。此刻快樂時光我仍然歷歷在目，還在我的腦海中浮現。

高級組 亞軍
5A 余平谷 

高級組 季軍
5C 鄭嘉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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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的親子一日遊
二零一六年一月的最後一天，我和爸爸媽媽一大清早起來懷着興奮的心情到中環港外線碼頭參加一年一度的親

子旅行，今年的目的地是大棠荔枝山莊。

早上八時半，我們準時到達中環碼頭，很快便看到了一張又一張熟悉的面孔：林校長、主任們、老師們和同學

們。她們的臉上都掛滿笑容，善意盈盈的向我們一家人說早安。

那天，十分感激天公造美，早前我們還擔心着寒冷的天氣會影響是次旅行，幸好久違了的太陽伯伯也出來陪伴

我們嬉戲。在領隊熊貓叔叔的一聲號令下，我們浩浩蕩蕩地登上旅遊巴士開始今天的行程。由於車程甚為遙遠，體

貼的熊貓叔叔與我們在巴士上玩有獎問答遊戲，我很幸運被老師抽中了回答問題，答對後熊貓叔叔送我一隻可愛的

米奇老鼠手環，我頓時開心得笑不攏嘴。

瞬眼間，我們已經到達了目的地-大棠荔枝山莊。大棠荔枝山莊亦稱為大棠荔枝園，集大自然、農場和遊

樂園於一身，位處於新界元朗區大棠。我們先在園外大門口排好整齊的隊伍拍攝團體照留念，然後跟着熊貓叔叔一

起進入園區，沿途一片綠悠悠的花草樹木，實在令人賞心悅目和心曠神怡。在不遠處，看到了一間石屋，石屋原來

是馬房，裏面住了數隻雙目炯炯有神、毛色光麗亮澤的馬。我們沿着小路向前走，到達了一個很大的繩網陣，我急

不及待上前大顯身手，縱然前路崎嶇不平，我仍然能成功完成整個繩網陣。因此，我學會了凡事只要勇往直前不怕

艱苦，成功永遠在望。

完成繩網陣後，我們一直向前走，到達了湖心亭，旁邊是一個很大的荷花池，池裏有過千條大大少少不同種類

色彩斑斕的錦鯉在互相追逐嬉戲，也有很多大烏龜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暢泳，我在亭內用魚糧餵飼牠們，牠們都躍出

水面來爭吃，顯得快樂無比。

除了天然瀑布、荷花池、園林等美景外，我們還參觀了「迷你動物園」，近距離接觸鴕鳥、山羊和野豬等動物，

爸爸給我飼料餵飼鴕鳥，牠們一看見我的紅蘿蔔都急忙的把頭伸出圍欄外乘機奪取我手上的紅蘿蔔，我嚇得把紅蘿

蔔都弄丟在地上。爸爸看見這樣子，拿着我的手一起餵飼鴕鳥們，鴕鳥們都很滿足地吃着我們給牠們的食物。

十二時正到了，我們一起到達燒烤場地。可能因為剛才體力勞動的關係，我們一家人都很饑餓。萬能的爸爸負

責燒烤食物給我充飢，媽媽和我一起努力回答有獎問題，我們一邊吃着美味的食物，一邊動腦筋想答案，不亦樂乎！

當肚子不再咕嚕咕嚕作響時，我和同學們一起玩集體遊戲，大家都玩得很高興。這時，司儀宣佈我們的枱中了獎，

我開心得立刻上前領取獎品，我把一大份的獎品拿回來，然後分給同組的同學們，真有成功感！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下午三時半，我們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園地，踏上歸途。荔枝山莊的園林美

景在城市實屬難得一見，這次旅程令我眼界大開，明白了我們除了要熟讀課本上的知識外，也要時刻懷着感恩的心，

欣賞和愛護大自然萬物。

初級組 冠軍
2B 梁芍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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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的旅程 — 學校一日遊
我帶着愉快和輕鬆的心情，參加了學校的一日遊，來到了元朗—大棠荔枝園。那裏空氣清新，鳥兒花香。我和

婆婆手拉着手沿途看到了許多在城市裏見不到的稀有植物和動物。那孔雀開屏美麗極了！那一群熱鬧的駝鳥好像在

舞台上表演似的，一下奔向這兒，一下奔向那兒。還有那一群群的羊群不時伸出頭來希望我們給牠好吃的。有些家

庭租用了牛車在花園裏繞了一圈，一群群的小孩有的在坐碰碰車，有的在爬繩網；又有一群人在感覺坐在馬背上的

滋味；我們就來到農田裏看那一行行種植的草莓，雖然果實已基本採完，但可感受到草莓散發的香甜味。還有那一

株株拔出來又粗又大的白蘿蔔，農夫用辛勤的勞動取得的豐收果實真來之不易啊！

到了中午，帶着幾分飢餓來到了燒烤場。我們迫不及待的串起了一串串的豬排、雞排、香腸……美味的食物。

碳火越燒越旺，串燒的香味越飄越香，我們越吃越滋味，處處洋溢着家庭的和諧、師生的關懷和友誼，校長那親切

的笑容更帶給大家倍加的溫馨。

大家有說有笑，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我們乘着旅遊車，結束了開心快樂的一天行程。

又期待下一次的旅程！再見！

荔枝山莊親子遊
今天一早，我們一家人和老師同學們一起參加一年一度學校家教會舉辦的親子旅行。我們一行共七百多人一起

乘坐十幾輛旅遊大巴，浩浩蕩蕩地前往元朗大棠荔枝山莊。

一進入荔枝山莊，立刻被熱鬧的氣氛吸引住了。我們走到動物中心，看見很多可愛的小動物：山羊、小豬、孔

雀、兔子、鴯鶓鳥……我看見有幾隻小羊羔，在我們身邊跑來跑去，還咩咩地叫著，好可愛啊！我忍不住伸手摸了

摸牠們。我和哥哥還買了些胡蘿蔔餵山羊，牠們都爭先恐後地搶著吃，不一會了，胡蘿蔔就被牠們吃光了。令我們

感到很有趣。

走著走著，我們來到小溪邊，耳邊響起潺潺的流水聲，我看到有一行水中的小石樁，一直連到岸邊，哥哥馬上

在石樁來回跑了一次，我見到也很想試試，可又不敢。爸爸媽媽不斷地鼓勵我，叫我試試。我終於鼓起勇氣，一步

一步地踏上石樁，看到溪水在腳旁流動時，我很害怕，但當我聽到家人一次又一的打氣聲，我再次鼓起勇氣來，終

於一步一步走完石樁，到達岸上。我勇於接受挑戰，並且成功了！我們一家人都高興地歡呼起來。

這次親子旅行精彩的活動還是很多：爬繩網、做手工、燒烤、坐牛車……我和家人及同學們都玩得很盡興。雖

然我們玩得有點累，但我還是很期待下一次的親子旅行。

初級組 亞軍
2C 劉萃莊 

初級組 季軍
3C 謝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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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3C 葉晴 
一家大細最細我

冠軍 4C 鄭忠軒 
樂在燒烤中

亞軍 5C 鄭嘉榕 
水車轉轉轉

季軍 5B 鍾承熹 
You are always on my mind

亞軍 1C 王子軒
我是小小賽車手 季軍 2B 梁芍瑩

幸福親子遊

優異獎 2C 鄭貝怡
親子 BBQ 樂

優異獎 1A 李康程
親子旅行迎接新春

行攝親 影 賽子 比旅

初級組

高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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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第 員教九 會委師屆

編輯委員會：
顧問： 林淑芳校長

委員： 胡國柱主任   陳景康主任   莫翠珊主任   林翠瑩老師  

 梁亮老師   葉美儀女士   陳文先生

家教會活動 舉辦日期 舉辦地點
第一次常務委員會議 25-09-2015(五) 學校視藝室

家教會周年大會 07-11-2015(六) 學校禮堂
第二次常務委員會議 13-11-2015(五) 學校視藝室

聖誕聯歡會 18-12-2015(五) 學校禮堂
第三次常務委員會議 22-01-2016(五) 學校視藝室

親子旅行 31-01-2016(日) 大棠荔枝山莊
第四次常務委員會議 18-03-2016(五) 學校視藝室

親子競技 17-04-2016(日) 卜公花園足球場
親子講座：談談情說說愛 21-05-2016(六) 高音室

第五次常務委員會議 10-06-2016(五) 學校視藝室
親子甜品製作班 11-06-2016(六) 學校課室

第六次常務委員會議 23-09-2016(五) 學校視藝室

 名譽顧問：	 李傑之校監	 教育顧問陳麗貞校長

	 顧問：	 林淑芳校長

	 主席：	 黃明先生

	 副主席：	 胡國柱主任

	 文書： 葉美儀女士	 林翠瑩老師

	 司庫：	 梁可為先生	 莫翠珊主任

	 總務：	 鄺健鴻先生	 何詠賢女士	 范星老師

	 康樂：	 郁思源先生	 陳文先生		 梁亮老師

	 宣傳及聯絡：	 張詠詩女士	 陳景康主任

 增選家長委員：	 張華莉女士	 許婷女士			 郭思麗女士			
	 	 郭健恆先生	 陳啟南女士			 楊綺女士			
	 	 趙愛甜女士			羅艷紅女士

 義務法律顧問：	 劉逸詩女士

 義務核數師：	 卓偉強先生

趙愛甜 孫詠兒 陳蘊佳 陳佩珊 鄧立華 馬莉 
張劍 葉美儀 洪朝陽 吳鳳 許婷 楊綺 
Theresa Leung 許春暉 林曉嘉 張國英 黎艷媚 張麗韶 
Carol Cheung 肖蓮 施琴美 羅庭玉 葉毅瓊 鄭永慈 
張麗琳 張翠怡 陳凱欣 鄭嘉麗 李紅梅 陳桂杰 
施麗迎 Tsui King Ming 歐穎清 葉瑩芳 余金玉 王娟華 
鄺健鴻 Ruiyue Zhang 李碧珠 陸雪詩 王春曉 楊菊香 
施小萍 張文翠 曲莉珊 劉付輝燕 麥瑛瑛 王曉寧 
石小玲 Christine Xia 梁綺文 陳美珍 王巍 李永強 
李少娣 谷田 陳國剛 程芳 許愛玲 麥美儀 
張麗芳 梁玉青 陳文 勞敏儀 白雲鳳 唐晶玲 
湯穎儀 陳平拉 林美珠 朱惠妍 韓煥香 鄧偉花 
何麗芳 梁彩華 莫豔貴 胡蔭棠 張華莉 袁玉娟 
黃力 黎佩珊 葉瑩芳 麥安邦 梁可為 楊愛華 
黃明 劉樹財 陳慧兒 孫逸榮 葉彩芬 陳啟南 
陳惠敏 黃金 俞淑玲 何詠賢 吳洪英 鍾一信 
陸嬋 張洪武 嚴潔盈 黃紹鑫 吳敏鸞 王慧清 
陳穎 鄧兆威 羅遠霞 余艾珊 葉聯平 周健婷 
郁思源 李志紅 吳穎楠 郭凱恩 郭曉萌 蘇玉霞 
張詠詩 謝彩虹 陳雅莉 岳秀彬 郭思麗 陳美慧 
溫凱倫 郭健恆 吳國強 曹紀兒 郭盛珍 李安娜 
羅艷紅 林頤年 邢如宇 陸茵 吳智玲 王麗霞 
楊惠鳳 陳宇 李依雯 陳得興 陳為興 卓偉強 
劉逸詩 周振邦

收入方面
2014/2015 2015/2016

本年度會費 9,780.00 11,600.00 
會員捐款 35,405.00 37,100.00 
家長捐款 ／ ／
教育局資助(活動經費) 11,689.00 13,129.00 
親子旅行(團費收入) 128,352.00 124,340.00 
親子甜品製作班材料收費 400.00 640.00 
親子講座家長收費 ／ 840.00 
銀行存款利息 2.57 0.86 
總收入 185,628.57 187,649.86 

支出方面
(1)	一般支出
家長教師會週年大會 4,866.70 5,162.60 
家教會會訊 ／ 6,500.00 
家教會文具 449.00 60.00 
(2)	活動支出
親子旅行 119,348.00 120,658.00 
家長講座 390.00 3,105.00 
親子競技日 4,935.80 3,835.20 
親子甜品班 320.00 320.00 
(3)	其他支出
贊助學校校訊 6,800.00 5,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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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0 112.20 
聖誕聯歡會場地佈置用品/ 
禮品/糖果

2,342.00 2,193.00 

捐贈學校嘉年華開放日佈置 
用品及禮物

2,900.00 2,946.00 

畢業禮致送長期服務老師 
花束及禮物

1203.60 1,817.50 

家教會獎學金支出 2,200.00 2,200.00 
畢業禮果籃 285.00 ／
家校合作活動津貼餘款 
 (退回教育局)

2,250.00 1,164.80 

銀行服務費 150.00 ／
總支出 168,538.10 175,924.30 

純收入(總收入-總支出) 17,090.47 11,725.56 
加：上年度結餘 63,597.29 80,687.76 
本年度結餘 80,687.76 92,413.32 

現金及銀行結餘
匯豐銀行往來戶口 53,892.43 28,179.33 
匯豐銀行儲蓄戶口 25,891.43 63,541.29 
流動現金賬 903.90 692.70 

80,687.76 92,413.32 

第九屆(2014-2016)家長教師委員會 2015-2016年度 財務報告
(15/9/2015至14/9/2016) 

第九屆家教會活動(2015-2016)
概況及常務會議

家長義工鳴謝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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