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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聖紀文的十年義工工作中，我能與家教會的每一位委員及義工，一同合作，一
同分享，並同心協力籌辦各種不同類型的活動，藉此增加家校合作。我今年幸運地當
選為家教會的主席及校董會的家長校董，在此，再次多謝家長對我的支持。家校合作
是非常重要的，我願意做家長與學校之間的橋樑，讓孩子們在學習上更愉快更主動。
而在我替家教會工作時，感受到我的五個孩子對我的支持及鼓勵，亦是我最大的動力
繼續為家長教師會工作，履行主席一職。在此期望家教會會務蒸蒸日上，希望可尋找
更多不同類型講座和親子活動讓學生和家長多一些溝通，繼續把歡樂帶給大家。我很
希望有更多家長能加入及繼續支持本校家教會義工的工作，協助聖紀文各項事務得以
順利進行。我祝各位在狗年萬事如意 ! 身體健康 ! 生活愉快 !

鄺校長與黃艷芳主席

黃艷芳女士 

	 																									家長執委	 	 																									教師執委

 職務 芳名 學生姓名 職務 芳名

 主席 黃艷芳女士 黃穎沁 (2B) / 顧問 鄺潤歡校長
   黃穎晴 (5D) / 黃穎欣 (6D） 
 副主席 陳麗珠女士 黃正男 (2C) / 黃圳男 (5C) 副主席 歐陽麗櫻副校長
 秘書 朱浣明女士 朱晉源 (2D) 秘書 潘婉文主任
 司庫 馮慶聯女士 蔣欣桐 (4D) 司庫 倪少玲副校長
 聯絡 譚嘉寶女士 趙傲雲 (4D) 聯絡 梁慧施主任
 康樂 謝藝虹女士 阮祐楠 (2A) 執委 吳秀文主任
 總務 孫佩娜女士 劉爾恩 (4B) 執委 劉佩珊老師

主 話  席 的

編輯委員會
顧 問： 鄺潤歡校長
編輯小組： 黃艷芳女士、陳麗珠女士、朱浣明女士、馮慶聯女士、譚嘉寶女士、謝藝虹女士、
  孫佩娜女士、梁慧施主任、潘婉文主任

第二十一屆執委與廖明楷宣教主任合照

第一排： 馮慶聯女士、朱浣明女士、
( 左至右 ) 陳麗珠女士、黃艷芳女士、
 廖明楷宣教主任、鄺潤歡校長、
 謝藝虹女士、譚嘉寶女士、
 孫佩娜女士

第二排： 吳秀文主任、劉佩珊老師、
( 左至右 )  梁慧施主任、倪少玲副校長、
 歐陽麗櫻副校長、
 潘婉文主任

1



 本年度的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已於 2017 年 10 月 17 日第二十一屆週
年大會中順利選出，而新一屆執行委員的職務亦於大會中透過互選產生。
 於週年大會同時，本會邀請了聖公會聖多馬堂廖明楷宣教主任分享
「因型施教」為主題的專題分享，使各參與的家長獲益良多。大會更邀請
不同組別的同學作表演，包括：英詩集誦及普通話集誦。各同學精彩的演
出，博得台下觀眾報以熱烈的掌聲。
 另一方面，大會當日亦邀請得廖明楷宣教主任頒贈第二十屆執委及
家長義工之感謝狀，在此本會再次多謝各執委及義工過去一年對本會的支
持。
 除此以外，當天亦頒發學校『創意自學展才能，盡責承擔好公民』
繪畫及填色比賽獎項。得獎者名單如下：

副主席  陳麗珠女士

秘書 朱浣明

	 我是 4D 趙傲雲的家長，過往在本校的家教會當了三年的義工，認識
了家教會的一些執委及義工，加深了我對家教會的認識。在家人的鼓勵下，
我參選了今年的執委，在大家的支持下，我幸運地獲選為執委。我兒子很
以我為榮，每次出席各項活動前，他都會提醒我不要遲到，表現十分雀躍。
	 在兼顧工作及家庭之間，雖然十分忙碌，但亦希望可以為學校出一分
力，減輕老師在學術以外的工作量，可成為家長與校方表達意見和交流的
橋樑。感謝神賜與聖紀文的大愛，讓我們過精彩的每一天。
	 在狗年，我祝各位家長身體健康 ! 學生們學業進步 !

	 我是 2A 阮祐楠的家長，在聖紀文這個大家庭，我認識了一群
家長，義工，在他們的鼓勵及支持下，我有幸獲選為本年度的執委。
透過家長教師會的工作，希望可以在不久的將來，有更多家長加入
我們的行列，大家分享當義工的成果，成為好朋友，彼此互相合作，
成為孩子、學校和家長們三方的交流溝通的橋樑，也代表家長們為
孩子的成長出一分綿力。
	 在新的一年，我祝聖紀文的每一位成員身體健康 ! 身心舒泰 !

	 本人是 4B 劉爾恩的家長，在本校的家教會曾當了四年的義工，出席
各項活動中，我認識了家教會的一些執委及義工，除了加深了我對家教會
的認識，大家亦成了好朋友。在各人的鼓勵及支持下，我有幸獲選為執委。
	 我深信學校在小朋友的成長路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良好和有效的
家校合作和溝通絕對能幫助小朋友健康成長和快樂學習。我希望能透過執
委一職能成為家長們的代表，向學校反映何表達有建設性的意見，從而做
到家校合作的目標。
	 我希望家長在閱讀這份期刊的同時，能積極考慮加入我們的大家庭，
成為我們的一分子。

司庫  馮慶聯女士

聯絡  譚嘉寶女士

康樂  謝藝虹女士
總務  孫佩娜女士

1A 李鈺童     1B 陳溢禮
2A 梁睿軒 2A 鄧婉婷
3B 鄭樂妍    3C 唐嘉賢
4B 劉爾恩 4D 黎朗晴
5A 陳曉琳 5A 梁智媛
6A 譚芷穎 6B 林懷軒

 最後，我們同時在週年大會內舉行了第二十一屆執行委員就職典禮，
亦邀請得廖明楷宣教主任頒贈第二十一屆執委委任狀，讓各家長及同學認
識本屆的家長教師會執委成員。

廖宣教主任與家長分享

普通話集誦

英詩集誦

繪畫及填色比
賽得獎作品

鄺潤歡校長頒發感謝狀于去年執委

鄺潤歡校長頒發感謝狀于去年家長義工

得獎學生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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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一屆執委心聲
	 我是 2D 朱晉源的家長，今年十分榮幸，有機會參與家教會的工
作。透過學校不同的活動，我深信家校合作的重要性，因為家庭是孩
子的第一個學習及接觸的地方，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師，而學校是
社會的縮影。如果學校與家庭的教育能夠互相配合，對孩子的成長必
定事半功倍。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我可繼續積極投入學校的活動當中，擔當家
長與學校溝通的橋樑，促進學生學業及品德的成長。

	 本人是 4D蔣欣桐的家長，我要兼職工作又要照顧家庭，在忙碌的
生活中，本人有幸在學校的家教會中服務了四年。在任內出席各項學
校活動和會議，加深了我對學校的認識，亦見證到老師的辛勞，親見
聖紀文的老師對學生的關愛，讓學生能在充滿關愛的校園中健康地成
長與學習，作為家長也感受到同學們在校園的歡欣和喜悅。本人期望
來年仍繼續參與會務，推動家校合作。
	 感謝神賜與聖紀文的恩典，亦感謝鄺校長和所有老師，一直用愛
心來照顧我們的孩子。狗年到了，祝願各位身體健康 ! 生活愉快 !

	 我的五個‘紀文人’	孩子已有三位畢業了，現還有兩位就讀五年級和
二年級。所以我與聖紀文是感情深厚的，而聖紀文亦是我子女心目中的另
一個家。今年我有幸當選為副主席及校董會的家長替代校董，多謝各家長
對我的支持及信任。這些年來我參加了學校的家長義工工作，加強了我對
學校的歸屬感，希望可以略盡綿力繼續為家教會服務。
	 在義工分享會中，我聽到很多家長對當家長義工的心聲，希望有更多
家長可以加入我們的大家庭，藉着參與家教會的工作，加強與校方的溝通
和聯繫，從而更瞭解小朋友在校的學習生活，促進家校合作。



 每屆執委們都很雀躍地籌辦家長義工分享會，因為這是各義工互相交流及分享的好機會。分享會已於 12 月 4 日
舉行了，本年度約有五十位家長執委及義工參與。在會中，校長、主席及各執委都分享了家長教師會的情況，亦簡介
了各項義工活動的安排，其中包括：學校午膳監察、協助校運會、親子大旅行、期刊編輯及整理舊校服等活動。
 在分享會中，本屆執委們預備了很多美食供各義工享用，使這聚會洋溢著一片歡樂的氣氛，並讓各義工互相認識，
她們亦分別到台前分享自己當義工的心聲。
 上屆主席鄧秀英女士慷慨地贊助義工 T 恤於本年度的家長義工在活動時穿著，藉此再次多謝鄧女士的捐贈，令我
們的義工更添上一份自豪的光彩。

		 手足紛爭是指兄弟姐妹之間互相的敵意和妒忌。這種情況在年

齡相近和同性的兄弟姐妹更為普遍。

✧ 形成原因
	1.	孩子希望得到家長的關心。他不想別人與他分享父母的愛。

	2.	是正常衝突和不妥協的性格。

	3.	孩子妒忌家長過於偏袒另一孩子。

	4.	孩子不滿應向家長表達，但卻轉向弟妹們發洩。

	5.	孩子感到自己的才能比他的兄弟或姐妹差，自卑感重。

✧ 如何防範
	1.	要使到每一個孩子都感到被愛護和受重視。尤其是那個比較差

的，其貌不揚或較不成功的孩子。

	2.	建立一個密切、有愛心的關係，與他們各別相處一段“特別的

時間”。

	3.	要公平地對待所有孩子們。

	4.	讓孩子之間有 3至 5年的年齡差距。

	5.	讓孩子有各自的時間和活動空間。

	6.	讓孩子“肌膚的距離”以減少磨擦。

家長義工Ｔ恤

本文節錄自小樹苗教育出版社「如何教養孩子」

家長秘笈

	7.	教導孩子尊重別人，訓練他要用別人的東西時必須首先得到他

人的允許。

	8.	家長要以自己為模範作為孩子尊重、體諒和有建設性解決困難

的好榜樣。

	9.	稱讚或獎賞孩子之間的合作與分享。

10.	常安排家庭活動。如：野餐、郊遊和遊戲等。

11.	讓孩子一同參與幫助照顧初生的弟妹。

✧ 有效的建議
	1.	讓孩子親自解決較輕微的爭吵。

	2.	教導孩子堅決、不過份地表明他們的權力、需要和感受。

	3.	鼓勵孩子們一起互相探討解決困難的方法。

	4.	以不偏袒的方式替孩子們解決他們應付不了的困難。

	5.	執行紀律。如：“不打人”、“不可叫人的綽號”等。

	6.	採用賞罰制度如：在一定的時間裏孩子若沒有打人，

		 打架或叫人綽號，可賞賜他。若孩子們打架時，

		 可罰他們回到各自的房間或把招惹起紛爭的物

		 件拿開。

孩子間的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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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分享會



6B　王怡婷家長
今次旅行是小女在小學生涯的最後一
次，很感恩這一天陽光明媚，很溫暖，
就像小女六年來在聖紀文的學習生
活，開心溫暖！十分感恩！多謝！

雅
軒

設
計

 2
3
6
5
5
6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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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於 2018 年 1 月 13 日舉辦了『親
子大旅行』，是次特別嘗試改為星期六出
發，活動的目的是可讓更多家長參與，藉
此讓學校與家長及其子女多些聯誼及溝通
的機會，並讓大家有一個欣賞大自然及親
子燒烤的機會。當天的行程相當豐富，包
括有元朗百鳥塔公園、錦田古蹟徑、錦田
鄉村俱樂部任食燒烤兩小時，親子集體遊
戲、車上遊戲及幸運大抽獎等。
 這一天我們有八百多人參與，是歷屆
最多人參與的一次，天氣雖有點寒冷，
但天朗氣清，難得的是各家長和同學都十
分合作及準時，九時十五分我們便能分乘
十四輛旅遊車浩浩蕩蕩地向目的地出發。
在車上，同學們都獲贈細沙樽一份，雖然
行程緊密，但相信各參與者都能渡過既歡
樂又難忘的一天呢！
  本會在此特別感謝各位老師、執委、
義工及各參加者的協助，使得當天的活動
能夠順利進行。另一方面，為讓各同學及
家長表達對是次親子大旅行的感想，本會
亦邀請各位參與撰寫旅行後感想和意見的
活動，參與人數也十分踴躍，經過家長執
委細心挑選後，我們也揀選了部份作品刊
載於今期的期刊內。

1A　李鈺童
今天的「親子大旅行」活動，讓我最難忘的是在錦田俱樂部
燒烤，我燒了雞翅膀給媽媽吃，她很感動。然後，大家一起
放風箏，一起玩集體遊戲，我們感到十分開心！

我們等待出發了

各人都滿載而歸

我們的第一站百鳥塔公園

鄺校長與黃艷芳主席

鄺校長與老師們

漫遊錦田古蹟徑

鄺校長與同學玩集體遊戲

親子旅行大合照

鄺校長與一群熱心的義工

快樂的燒烤

鄺校長與獲獎學生

1C　伍家澄家長
很感謝學校和家教會安排是次活
動，令到我和女兒有更多親子互
動的機會，我們都對今次的活動
很滿意，我們一起放風箏和燒烤，
留下美好的回憶。

1D　張詠甄家長
是次親子活動使百忙之中的家長能夠
抽出時間與孩子一起體驗生活，希望
以後有更多這些有意義的活動。

2D　林依諾家長
這是一次充滿歡樂及愛心的旅行！百鳥塔
的清脆鳥聲和老師們的貼心照顧。錦田俱
樂部的裊裊炊煙，藍藍天空下的五彩風箏，
真是又美麗又難忘的一次大聚會！

2D　鄭朗希
這次「親子大旅行」，我、爸爸、媽媽、
校長、老師和同學一起到元朗錦田參
觀、燒烤和放風箏。這次旅行既能學到
課外知識，又能與同學增進友誼。

3D　林元元
這次親子大旅行，我玩得十分
開心。可以燒烤和放風箏，還
有很多禮物呢！希望再次興高
采烈地參加親子大旅行。

4A　鄧子彥
風和日麗的星期六，我、
媽媽和妹妹參加了學校的
親子旅行。今次可以放風
箏、燒烤和摘士多啤梨，
過得非常快樂。

4B　孔珮汝
能夠與親愛的同學們及媽媽一起玩耍
和燒烤，感到十分愉快。十分期待明
年的親子大旅行。感謝主的恩典！

5C　黃圳男
我真的很喜歡燒烤，看著熊熊
的火把食物烤熟，那種感覺很
特別。今天風和日麗，藍天白
雲，令我很享受今次的旅行，
明年我一定會繼續參加啊！

5C　馮芊卉家長
通過這次的旅行，由出發的周密
安排到遊覽香港的鄉郊，讓我們
了解當地風土文化，直至最後的
燒烤和遊戲活動，都令我們一直
沉浸在快樂之中。除了感謝家教
會的籌備，還有期待下一次這樣
的活動到來呢！

5C　林家怡
這次的親子大旅行，令我嘗試
了很多新鮮的事物，例如：放
風箏、燒烤、摘草莓……除此
以外，我也學到與同學分工合
作，快快樂樂地一起玩耍。

5B　鄭籽茵
這次的親子大旅行是我最高
興的一天。可以在媽媽生日
的那天去玩，還可以在那裏
餵小兔子和山羊呢！

6B　譚文傑家長
在這次旅行中，我可以和校長、
同學、父母一起燒烤和放風箏，
讓我感到十分開心，真希望學
校有更多這樣的活動。

旅 行 感 想

2018年 1月 13日

親子大旅行

5D　黃穎晴
這次旅行，我們可以盡情
享受大自然的景色，令身
心放鬆，又可以增進親子
感情，在燒烤和放風箏中，
我們學到互相幫助。

1C　陳僖敏家長
這次親子大旅行是一項十分親子的活動，可以和一班家長分
享心得，又可以和小朋友玩遊戲、燒烤和跳彈床，十分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