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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於 2019 年 2 月 23 日星期六舉辦了『親子大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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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有大埔柏麗高爾夫球練習場打高爾夫球、參觀沙頭角農
莊、沙頭角農莊內任食燒烤，親子集體遊戲、車上遊戲及幸運大抽獎等。

 這一天我們有六百多人參與，天氣雖有點寒冷及有陣雨，但難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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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輛
旅遊車浩浩蕩蕩地向目的地出發。在車上，同學們都獲贈玩遊戲的小禮
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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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家教合作及恭賀聖公會聖
紀文小學五十金禧，是次旅行特設「金禧親子攝影比賽」，每位參賽者
都獲贈小禮物一份；另設十五個優異獎，將另獲頒發優異獎獎狀一張，
優異相片將刊登在家教會第四十五期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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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揀選了十五份作品刊載於今期的期
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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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紀文金禧五十的壽辰，我們一家五位的‘紀文
人’祝聖紀文繼續作育英才，成就未來百年的教
育基業。現在我還有兩位孩子就讀六年級和三年
級，我與聖紀文有多年的感情，而聖紀文亦是我
子女心目中的另一個家。今年我有幸繼續當選為
家長教師會的副主席，多謝家長對我的支持及信

任，希望可以略盡綿力繼續為家教會服務。

在義工分享會中，很多家長義工都說參加了家長義工的工作
後，加強了對學校的歸屬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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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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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藝虹女士、孫佩娜女士、
  譚嘉寶女士、梁慧施主任、潘婉文主任

編輯委員會

副主席  陳麗珠女士

今年是聖紀文金禧的大日子，家長教師會恭賀聖紀文五十大壽，主恩滿載 ! 本人
十分榮幸能繼續成為本屆的主席，更有幸繼續獲選為本年度法團校董會的家長校
董。本人樂意繼續作家長與學校之間的溝通橋樑，為學校出一分力，使家長教師
會成為家長間互相交流的平台。家校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我願意為家長表達對學
校的意見，讓孩子們在學習上更愉快更主動。

在此，本人再次感謝所有不辭勞苦的的家長義工，你們對聖紀文的貢獻，令家教
會的會務更發光發熱。家教會繼續努力舉辦更多不同類型的講座和親子活動，讓
學生和家長可更多參與。促成家校合作，幫助有需要的家長解決有關的問題。

黃艷芳女士 

鄺潤歡校長與黃艷芳主席

第一排 ( 左至右 ) ：潘婉文主任、歐陽麗櫻副校長、劉佩珊老師、譚嘉寶女士、謝藝虹女士、孫佩娜女士、馮慶聯女士、朱浣明女士、
鄺潤歡校長、陳麗珠女士、黃艷芳女士、何錦添牧師、廖明楷宣教主任、張家玲主任、梁慧施主任、倪少玲副校長

我有一位女兒今年快畢業了，真捨不得聖紀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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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豬年事事暢順 ! 身體健康 ! 生活愉快 !

               家 長 執 委                 校 方 執 委

 職務 芳名 學生姓名 職務 芳名

 主席 黃艷芳女士 黃穎沁 (3D) 顧問 鄺潤歡校長
   黃穎晴 (6D)

 副主席 陳麗珠女士 黃正男 (3D)  副主席 歐陽麗櫻副校長
   黃圳男 (6C)

 秘書 朱浣明女士 朱晉源 (3B) 秘書 潘婉文主任

 司庫 馮慶聯女士 蔣欣桐 (5B) 司庫 倪少玲副校長

 聯絡 謝藝虹女士 阮祐楠 (3B) 聯絡 梁慧施主任

 康樂 孫佩娜女士 劉爾恩 (5A) 執委 張家玲主任

 總務 譚嘉寶女士 趙傲雲 (5C) 執委 劉佩珊老師

2019年 2月23日

第一車至第十一車大合照

第一車

家長們的燒烤樂

第五車

第二車

第六車

第三車

第七車

第四車

第八車

第九車 第十車 第十一車６

我們等待出發了

教練教同學們打高爾夫球

鄺校長與老師們也學做茶果

鄺校長與黃艷芳主席一起燒烤

 1B 林穎楠 1B 梁芷晞 1B 黃沛恩 1C 張天藍 1C 謝雅晴

 1C 林國珵 1D 范泳怡 2B 鄭珈晴 4B 陳子謙 4D 梁悅恩

 5B 葉浩浚 5D 趙家仟 5E 溫文萱 6A 陳曉琳 6C 李純恩

金禧親子攝影比賽十五名優異獎

1B 林穎楠

1C 謝雅晴

5B 葉浩浚 5E 溫文萱

1B 梁芷晞

1D 范泳怡

5D 趙家仟

2B 鄭珈晴

6A 陳曉琳 6C 李純恩

1B 黃沛恩

1C 林國珵

4B 陳子謙

1C 張天藍

4D 梁悅恩

5

1B 梁芷晞家長

 在二月二十三日的親子大旅行我

有幸被邀為家長義工，讓我有機會跟各

職員及家長們建立彼此合作及互信的關

係。我們一家十分享受當天的活動。

6A 勞婧瑜

 感謝學校舉辦親子大旅行活動，

可以加強家長及子女的溝通，提供舒

展身心的機會。活動程序十分有趣：

有高爾夫球場，參觀沙頭角農莊及燒

烤等。我最喜歡打高爾夫球，因為我

從沒玩過這樣的活動，感謝學校令我

大開眼界。

6A 董鉅基

 金禧親子大旅行也是我畢業前

的旅行既難忘又開心。我們親手做了

茶果和燒烤，吃着親手做的成果特別

美味。感謝學校給我們這次機會，讓

我們留下美好的回憶。

6C 袁楚琳

 雖然天公不造美，有小雨，但我們卻能

學打高爾夫球。在燒烤的時候跟同學聯誼及

和老師拍照，這次旅行令我有很大的收穫，

因為我認識了大自然的奧秘。

4C 梁可兒家長

 是次親子大旅行活動舉辦

得十分成功，各地點活動時間

亦較上年控制得良好及流暢，

期望明年親子大旅行再有愉快

的體驗。

5A 劉爾恩

 今天的旅行令我十分

愉快，雖然有毛毛細雨，

但也感謝天父讓旅行如常

進行，也十分感謝家教會

舉行是次活動。

5E 陳亨家長

 在大埔柏麗高爾夫球練習場打高爾

夫球，雖然天氣欠佳，但卻瀰漫着熱鬧的

氣氛，沙頭角農莊的山景很優美，景色也

迷人，兩個都是值得去的好地方！

6A 陳曉琳

 雖然天公不造美，但

仍然阻擋不了金禧周年親

子大旅行的興奮。在母校

最後的一年帶給我非常美

好的回憶。

2C 李澤坤

 在二月二十三日我們一家很

開心參加了學校舉辦的親子大旅

行，讓學生們認識到很多新鮮的事

物。感謝老師們的安排，讓我們一

家過了一天開心的時光。

3A 岑梓謙

 我很高興今天能出席

學校的金禧五十周年親子大

旅行，很感恩天氣只是下着

微微雨，但我們玩得十分高

興，期待下次再參與。

2B 黃典恩家長

 今次家長教師會旅行

十分有意義，適逢聖紀文

五十周年金禧，又是我們

第一次參加旅行，令我們

和女兒共享天倫。感謝各

方努力的安排。

3D 何弦鈦

 今次的旅行令我太開心了，除了燒烤

有很多食物外，還有很多遊戲玩，更有山

羊看，可以餵飼動物，令我非常快樂！

4B 黎梓蕘家長

 陰雨天氣無阻我們興奮的心情，

從不想參加到不想回家，衷心多謝家

教會這次舉辦的活動，使女兒過了開

心難忘的一天。

2C 季星宇家長

 感恩家教會安排今天豐

富的活動，讓孩子體驗高爾

夫球的樂趣。在農莊內燒烤，

與親子玩樂及孩子互動，家

長亦有彼此交流。

1C 陳耀華

 太好玩了，太好玩了！

因為恐龍大彈床非常刺激！

我還學會了打高爾夫球，玩

得很累，但我十分開心！

 1B 梁芷晞家長 1C 陳耀華 2B 黃典恩家長 2C 季星宇家長 2C 李澤坤

 3A 岑梓謙 3D 何弦鈦 4B 黎梓蕘家長 4C 梁可兒家長 5A 劉爾恩

 5E 陳亨家長 6A 陳曉琳 6A 勞婧瑜 6A 董鉅基 6C 袁楚琳

親子大旅行感想獲選名單



本年度的家長校董選舉已於 2018 年 10 月 19 日圓滿結
束。經點票後，根據法團校董會選舉條例，因黃艷芳女
士獲得最多選票，因此當選為 2018-2019 年度的家長
校董，而謝藝虹女士獲得次多選票，因此當選為 2018-
2019 年度的替代家長校董，此任期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為止。謹此恭賀黃女士和謝女士，並感謝兩位對學校
的貢獻。

家長校董選舉

司庫  馮慶聯女士

聯絡  謝藝虹女士
總務 譚嘉寶女士

本人是 5B 蔣欣桐的家長，祝賀紀文金禧，主恩滿溢。本人
有幸在學校的家教會中服務了五年。在這五年間，我能與
家教會的每一位委員合作，並同心協力舉辦不同類型的活
動，藉此加強家校合作，而我感受最深是親子大旅行時看
見家長與子女在活動中展現的笑容，在此期望家教會蒸蒸

日上，繼續把歡樂帶給大家。`
在任內出席各項學校活動和會議，加深了我對學校的認識，親見聖紀文小學
老師對學生的耐心教導和無微不至的關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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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鄺校
長和所有老師，一直用愛心來關心和呵護學生，我們家長一定會積極配合，
共同見證子女成長。豬年到了，祝願各位身體健康，家庭幸福美滿！

我是 5C 趙傲雲的
家長，不經不覺
已經可在家長教
師會服務第四年
了，看著自己的
孩子成長，我十
分慶幸有機會參

與其中，這都是因為家長教師會
給我的機會。在此，我想對所有
老師和家長說一聲謝謝。希望有
更多家長可以繼續踴躍參與家長
教師會的活動。今年在大家的支
持下，我繼續獲選為總務一職。
我的家人都很以我為榮。感謝神
賜與聖紀文五十年的大愛，豬年
到了，我祝各位家長身心康泰 !
學生們努力加油 !

我 是 3B 阮 祐 楠 的
家長，感謝神賜與
聖紀文五十年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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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有幸繼續獲選為本
年度的聯絡一職，亦有幸繼續獲選
為本年度法團校董會的家長校董。
透過家長教師會的工作，希望可以
加強家教合作，更期望日後可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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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年到
了，祝願各位幸福愉快 ! 生活美滿 !

本 人 是 5A 劉 爾 恩 的 家
長，我有幸在學校的家教
會中服務，已進入了第五
個年頭，並出席了各項活

動，令我認識了很多家教會的義工，除
了加深了我對家教會的認識，大家亦成
了好朋友。在大家的支持下，我有幸繼
續獲選為負責康樂的執委。
參與家教會的工作，除了多認識了學校
以外 , 亦感受到一班執委對家教會工作
的熱誠，促使我更認真思考自己的恩賜 , 
期望在此崗位上能協助得更好。好讓家
教會的各項工作運作順利，配合家校合
作的精神。藉此心聲，祝願聖紀文五十
金禧、同頌主愛 !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

10 月 19 日家長校董選舉

家長執委協助點算選票

2

康樂  孫佩娜女士

本年度的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於 2018 年 10 月 13 日第

二十二屆週年大會中順利誕生，而新一屆執行委員的職

務亦於大會中透過互選產生。

於週年大會上，本校邀請了聖公會聖多馬堂何錦添牧師

致辭及為我們祝福；而廖明楷宣教主任以「幫助孩子成

為自尊自重的人」為主題與家長作專題分享，使各參與

的家長獲益良多。大會更邀請了英詩集誦隊為我們朗誦

〝See Me Walking〞。同學們精彩的演出，博得台下觀

眾報以熱烈的掌聲。

另一方面，大會當日亦安排何錦添牧師、廖明楷宣教主

任、鄺潤歡校長、黃艷芳女士及陳麗珠女士分別頒贈第

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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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亦頒發由家長教師會贊助校方的「有

禮校園」繪畫及填色比賽獎項，得獎者名單如下：

1A 陳嘉熹 1D 蘇   菲 2D 黃卓琳 2D 陳溢禮    

3D 黃衍博 3D 何嘯崚  4A 黎栢特  4C 余浩銘

5A 覃信熙 5A 劉湛琿 6B 阮詠欣  6C 施穎茵

最後，我們同時在週年大會內舉行了第二十二屆執行

委員就職典禮，由鄺潤歡校長頒贈第二十二屆執委委

任狀，讓各家長及同學認識本屆的家長教師會執委成

員。

英詩集誦

何錦添牧師與獲獎家長及學生合照

黃艷芳主席與獲獎家長及學生合照

廖宣教主任與獲獎家長及學生合照

廖明楷主任主持講座
執委分享心聲

黃艷芳主席作會務匯報 何錦添牧師致辭

何錦添牧師、廖明楷宣教主任、鄺潤歡校長頒發感謝狀于去年家長義工

鄺潤歡校長與嘉賓頒發感謝狀于去年執委

本 人 是 3B 朱 晉 源 的 姑
媽，今年十分榮幸，繼
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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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位聖紀

文姑媽，得到各家長對我的支持及鼓
勵，令我更投入我的執委工作。本人
期望在未來的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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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生在學業及品德
上的進步。
我祝紀文金禧照萬家 ! 主恩常在 !

秘書 朱浣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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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的家長義工分享會邀請了何錦添牧師及凱鈴姐姐一
同分享。每屆執委們都很雀躍地籌辦這個分享會，因為這是各
義工聚首一堂、互相交流及分享的好機會。分享會當天約有
三十位家長義工及執委參與。在會中校長、主席、副主席及各
執委都分享了家長教師會的工作情況，主席亦簡介了各項義工
活動的安排，其中包括：打手印活動、校園福音壁畫、五十周
年金禧校慶啟動禮、校運會、五十周年金禧校慶暨文藝匯演、
親子大旅行及整理舊校服等活動。

 在分享會中，本屆執委及義工們預備了很多美食供各人享
用，使這聚會洋溢著一片歡樂的氣氛，並讓各義工互相認識，
我們亦以一大圓形同坐分享自己當義工的心聲，當中何牧師更
以幽默風趣的日常生活與我們分享，最後更為我們送上祝福。

         我相信每位家長義工穿上紅色的義工 T 恤工作時，面
        上都會添上一份自豪的光彩。 家長義工分享會

何錦添牧師與家長義工大合照

鄺保羅大主教與襄禮團大合照

鄺保羅大主教與聖紀文教職員及家長大合照

家長義工與鄺校長在校園
福音壁畫前大合照

家長義工恭賀
聖紀文金禧大喜

家長義工大合照

2018年 12月11日2018年 10月13日

家長義工協助幼稚園參與運動會的比賽

2018年 11月23日家 長 義 工 活 動 花 絮

鄺校長與黃主席
主持運動會開幕禮

孩子是不是壓力過大？ 
不同年紀與不同的人，對壓力事件的認定都是相當主觀與迴異
的，例如有人認為跟陌生人講話是容易且愉快的，但是對某些
人而言，可能已經是無法承受的壓力了；又如感冒看醫生，對
大人而言不過是花個時間排隊等候，卻很難想像，單是醫生的
白制服，就可以讓一些孩子嚇哭了。 
舉凡成長所帶來的變化、做功課、考試、犯錯、被處罰、被老
師管教、同儕壓力、父母的期待、手足衝突與競爭、父母婚姻
衝突、被父母管教、父母的壓力、搬家、轉學、生病 ... 等都可
能對孩子造成壓力，若沒有適當的因應之道，也會讓孩子不堪
負荷。幫助孩子減壓 的方法包括：

◆ 減壓： 
‧ 給孩子一個低壓的生活環境：如規律的生活、避免看太多

的電視、營養的均衡與適當的運動。 
‧ 協助孩子過濾壓力源：孩子有時會對不需感受到壓力的事

情過度反應，父母可以協助孩子如何分辨。 
‧ 避免將大人的壓力加諸在孩子身上：大人也需不斷的增加

自己因應壓力的能力，以避免轉嫁到孩子身上。 
‧ 對於即將面臨的壓力及早做準備：譬如搬家、轉學或是迎

接新弟妹，必須及早做準備，設想可能的狀況或透過角色
扮演讓孩子有心裡準備。 

‧ 學習享受生活的樂趣、幽默 。 
本文節錄自「如何幫助孩子減壓？作者：呂俐安　陳質采」

◆增加因應的能力： 
‧ 學習放鬆的方法：例如《玩遊戲、解情緒》

中提供一些紓解情緒的方法，父母可以讓孩
子自己挑選，並約定遇到問題時，如果能順
利解決，就可以獲得獎勵。 

‧ 尋找資源、與人分享（把壓力說出來）... 等。 
‧ 找到壓力源並教導問題解決策略。 

◆教導問題解決策略 
‧ 用簡單及適合孩子年齡方式，讓孩子知道，成長過程中真的有一些

問題需要去面對。 
‧ 教導孩子問題解決策略：訂定目標、設想解決方案、評估後果、執

行與修正。 
‧ 從簡單到複雜，讓孩子逐漸學習解決他自己的問題。 
‧ 允許孩子經驗伴隨問題而來的負向情緒，例如當他的寵物過世時，
 不必急著埋葬，可以給孩子一些時間，並陪伴他走過悲傷。 
‧ 給孩子一些責任以增進他的策略。 

◆增加抗壓性： 
‧ 協助孩子找到生活的舞台，學習自我肯定與肯定別人。 
‧ 讓孩子知道你會一直支持他、肯定他。 
‧ 跟孩子共同閱讀、建立孩子正確的價值觀以及正向的的想法。
‧ 開放自己並以身作則。

2019年 1月15日



本年度的家長校董選舉已於 2018 年 10 月 19 日圓滿結
束。經點票後，根據法團校董會選舉條例，因黃艷芳女
士獲得最多選票，因此當選為 2018-2019 年度的家長
校董，而謝藝虹女士獲得次多選票，因此當選為 2018-
2019 年度的替代家長校董，此任期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為止。謹此恭賀黃女士和謝女士，並感謝兩位對學校
的貢獻。

家長校董選舉

司庫  馮慶聯女士

聯絡  謝藝虹女士
總務 譚嘉寶女士

本人是 5B 蔣欣桐的家長，祝賀紀文金禧，主恩滿溢。本人
有幸在學校的家教會中服務了五年。在這五年間，我能與
家教會的每一位委員合作，並同心協力舉辦不同類型的活
動，藉此加強家校合作，而我感受最深是親子大旅行時看
見家長與子女在活動中展現的笑容，在此期望家教會蒸蒸

日上，繼續把歡樂帶給大家。`
在任內出席各項學校活動和會議，加深了我對學校的認識，親見聖紀文小學
老師對學生的耐心教導和無微不至的關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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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鄺校
長和所有老師，一直用愛心來關心和呵護學生，我們家長一定會積極配合，
共同見證子女成長。豬年到了，祝願各位身體健康，家庭幸福美滿！

我是 5C 趙傲雲的
家長，不經不覺
已經可在家長教
師會服務第四年
了，看著自己的
孩子成長，我十
分慶幸有機會參

與其中，這都是因為家長教師會
給我的機會。在此，我想對所有
老師和家長說一聲謝謝。希望有
更多家長可以繼續踴躍參與家長
教師會的活動。今年在大家的支
持下，我繼續獲選為總務一職。
我的家人都很以我為榮。感謝神
賜與聖紀文五十年的大愛，豬年
到了，我祝各位家長身心康泰 !
學生們努力加油 !

我 是 3B 阮 祐 楠 的
家長，感謝神賜與
聖紀文五十年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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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有幸繼續獲選為本
年度的聯絡一職，亦有幸繼續獲選
為本年度法團校董會的家長校董。
透過家長教師會的工作，希望可以
加強家教合作，更期望日後可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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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年到
了，祝願各位幸福愉快 ! 生活美滿 !

本 人 是 5A 劉 爾 恩 的 家
長，我有幸在學校的家教
會中服務，已進入了第五
個年頭，並出席了各項活

動，令我認識了很多家教會的義工，除
了加深了我對家教會的認識，大家亦成
了好朋友。在大家的支持下，我有幸繼
續獲選為負責康樂的執委。
參與家教會的工作，除了多認識了學校
以外 , 亦感受到一班執委對家教會工作
的熱誠，促使我更認真思考自己的恩賜 , 
期望在此崗位上能協助得更好。好讓家
教會的各項工作運作順利，配合家校合
作的精神。藉此心聲，祝願聖紀文五十
金禧、同頌主愛 !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

10 月 19 日家長校董選舉

家長執委協助點算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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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  孫佩娜女士

本年度的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於 2018 年 10 月 13 日第

二十二屆週年大會中順利誕生，而新一屆執行委員的職

務亦於大會中透過互選產生。

於週年大會上，本校邀請了聖公會聖多馬堂何錦添牧師

致辭及為我們祝福；而廖明楷宣教主任以「幫助孩子成

為自尊自重的人」為主題與家長作專題分享，使各參與

的家長獲益良多。大會更邀請了英詩集誦隊為我們朗誦

〝See Me Walking〞。同學們精彩的演出，博得台下觀

眾報以熱烈的掌聲。

另一方面，大會當日亦安排何錦添牧師、廖明楷宣教主

任、鄺潤歡校長、黃艷芳女士及陳麗珠女士分別頒贈第

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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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亦頒發由家長教師會贊助校方的「有

禮校園」繪畫及填色比賽獎項，得獎者名單如下：

1A 陳嘉熹 1D 蘇   菲 2D 黃卓琳 2D 陳溢禮    

3D 黃衍博 3D 何嘯崚  4A 黎栢特  4C 余浩銘

5A 覃信熙 5A 劉湛琿 6B 阮詠欣  6C 施穎茵

最後，我們同時在週年大會內舉行了第二十二屆執行

委員就職典禮，由鄺潤歡校長頒贈第二十二屆執委委

任狀，讓各家長及同學認識本屆的家長教師會執委成

員。

英詩集誦

何錦添牧師與獲獎家長及學生合照

黃艷芳主席與獲獎家長及學生合照

廖宣教主任與獲獎家長及學生合照

廖明楷主任主持講座
執委分享心聲

黃艷芳主席作會務匯報 何錦添牧師致辭

何錦添牧師、廖明楷宣教主任、鄺潤歡校長頒發感謝狀于去年家長義工

鄺潤歡校長與嘉賓頒發感謝狀于去年執委

本 人 是 3B 朱 晉 源 的 姑
媽，今年十分榮幸，繼
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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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位聖紀

文姑媽，得到各家長對我的支持及鼓
勵，令我更投入我的執委工作。本人
期望在未來的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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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生在學業及品德
上的進步。
我祝紀文金禧照萬家 ! 主恩常在 !

秘書 朱浣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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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的家長義工分享會邀請了何錦添牧師及凱鈴姐姐一
同分享。每屆執委們都很雀躍地籌辦這個分享會，因為這是各
義工聚首一堂、互相交流及分享的好機會。分享會當天約有
三十位家長義工及執委參與。在會中校長、主席、副主席及各
執委都分享了家長教師會的工作情況，主席亦簡介了各項義工
活動的安排，其中包括：打手印活動、校園福音壁畫、五十周
年金禧校慶啟動禮、校運會、五十周年金禧校慶暨文藝匯演、
親子大旅行及整理舊校服等活動。

 在分享會中，本屆執委及義工們預備了很多美食供各人享
用，使這聚會洋溢著一片歡樂的氣氛，並讓各義工互相認識，
我們亦以一大圓形同坐分享自己當義工的心聲，當中何牧師更
以幽默風趣的日常生活與我們分享，最後更為我們送上祝福。

         我相信每位家長義工穿上紅色的義工 T 恤工作時，面
        上都會添上一份自豪的光彩。 家長義工分享會

何錦添牧師與家長義工大合照

鄺保羅大主教與襄禮團大合照

鄺保羅大主教與聖紀文教職員及家長大合照

家長義工與鄺校長在校園
福音壁畫前大合照

家長義工恭賀
聖紀文金禧大喜

家長義工大合照

2018年 12月11日2018年 10月13日

家長義工協助幼稚園參與運動會的比賽

2018年 11月23日家 長 義 工 活 動 花 絮

鄺校長與黃主席
主持運動會開幕禮

孩子是不是壓力過大？ 
不同年紀與不同的人，對壓力事件的認定都是相當主觀與迴異
的，例如有人認為跟陌生人講話是容易且愉快的，但是對某些
人而言，可能已經是無法承受的壓力了；又如感冒看醫生，對
大人而言不過是花個時間排隊等候，卻很難想像，單是醫生的
白制服，就可以讓一些孩子嚇哭了。 
舉凡成長所帶來的變化、做功課、考試、犯錯、被處罰、被老
師管教、同儕壓力、父母的期待、手足衝突與競爭、父母婚姻
衝突、被父母管教、父母的壓力、搬家、轉學、生病 ... 等都可
能對孩子造成壓力，若沒有適當的因應之道，也會讓孩子不堪
負荷。幫助孩子減壓 的方法包括：

◆ 減壓： 
‧ 給孩子一個低壓的生活環境：如規律的生活、避免看太多

的電視、營養的均衡與適當的運動。 
‧ 協助孩子過濾壓力源：孩子有時會對不需感受到壓力的事

情過度反應，父母可以協助孩子如何分辨。 
‧ 避免將大人的壓力加諸在孩子身上：大人也需不斷的增加

自己因應壓力的能力，以避免轉嫁到孩子身上。 
‧ 對於即將面臨的壓力及早做準備：譬如搬家、轉學或是迎

接新弟妹，必須及早做準備，設想可能的狀況或透過角色
扮演讓孩子有心裡準備。 

‧ 學習享受生活的樂趣、幽默 。 
本文節錄自「如何幫助孩子減壓？作者：呂俐安　陳質采」

◆增加因應的能力： 
‧ 學習放鬆的方法：例如《玩遊戲、解情緒》

中提供一些紓解情緒的方法，父母可以讓孩
子自己挑選，並約定遇到問題時，如果能順
利解決，就可以獲得獎勵。 

‧ 尋找資源、與人分享（把壓力說出來）... 等。 
‧ 找到壓力源並教導問題解決策略。 

◆教導問題解決策略 
‧ 用簡單及適合孩子年齡方式，讓孩子知道，成長過程中真的有一些

問題需要去面對。 
‧ 教導孩子問題解決策略：訂定目標、設想解決方案、評估後果、執

行與修正。 
‧ 從簡單到複雜，讓孩子逐漸學習解決他自己的問題。 
‧ 允許孩子經驗伴隨問題而來的負向情緒，例如當他的寵物過世時，
 不必急著埋葬，可以給孩子一些時間，並陪伴他走過悲傷。 
‧ 給孩子一些責任以增進他的策略。 

◆增加抗壓性： 
‧ 協助孩子找到生活的舞台，學習自我肯定與肯定別人。 
‧ 讓孩子知道你會一直支持他、肯定他。 
‧ 跟孩子共同閱讀、建立孩子正確的價值觀以及正向的的想法。
‧ 開放自己並以身作則。

2019年 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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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是 5B 蔣欣桐的家長，祝賀紀文金禧，主恩滿溢。本人
有幸在學校的家教會中服務了五年。在這五年間，我能與
家教會的每一位委員合作，並同心協力舉辦不同類型的活
動，藉此加強家校合作，而我感受最深是親子大旅行時看
見家長與子女在活動中展現的笑容，在此期望家教會蒸蒸

日上，繼續把歡樂帶給大家。`
在任內出席各項學校活動和會議，加深了我對學校的認識，親見聖紀文小學
老師對學生的耐心教導和無微不至的關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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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鄺校
長和所有老師，一直用愛心來關心和呵護學生，我們家長一定會積極配合，
共同見證子女成長。豬年到了，祝願各位身體健康，家庭幸福美滿！

我是 5C 趙傲雲的
家長，不經不覺
已經可在家長教
師會服務第四年
了，看著自己的
孩子成長，我十
分慶幸有機會參

與其中，這都是因為家長教師會
給我的機會。在此，我想對所有
老師和家長說一聲謝謝。希望有
更多家長可以繼續踴躍參與家長
教師會的活動。今年在大家的支
持下，我繼續獲選為總務一職。
我的家人都很以我為榮。感謝神
賜與聖紀文五十年的大愛，豬年
到了，我祝各位家長身心康泰 !
學生們努力加油 !

我 是 3B 阮 祐 楠 的
家長，感謝神賜與
聖紀文五十年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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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有幸繼續獲選為本
年度的聯絡一職，亦有幸繼續獲選
為本年度法團校董會的家長校董。
透過家長教師會的工作，希望可以
加強家教合作，更期望日後可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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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年到
了，祝願各位幸福愉快 ! 生活美滿 !

本 人 是 5A 劉 爾 恩 的 家
長，我有幸在學校的家教
會中服務，已進入了第五
個年頭，並出席了各項活

動，令我認識了很多家教會的義工，除
了加深了我對家教會的認識，大家亦成
了好朋友。在大家的支持下，我有幸繼
續獲選為負責康樂的執委。
參與家教會的工作，除了多認識了學校
以外 , 亦感受到一班執委對家教會工作
的熱誠，促使我更認真思考自己的恩賜 , 
期望在此崗位上能協助得更好。好讓家
教會的各項工作運作順利，配合家校合
作的精神。藉此心聲，祝願聖紀文五十
金禧、同頌主愛 !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

10 月 19 日家長校董選舉

家長執委協助點算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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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  孫佩娜女士

本年度的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於 2018 年 10 月 13 日第

二十二屆週年大會中順利誕生，而新一屆執行委員的職

務亦於大會中透過互選產生。

於週年大會上，本校邀請了聖公會聖多馬堂何錦添牧師

致辭及為我們祝福；而廖明楷宣教主任以「幫助孩子成

為自尊自重的人」為主題與家長作專題分享，使各參與

的家長獲益良多。大會更邀請了英詩集誦隊為我們朗誦

〝See Me Walking〞。同學們精彩的演出，博得台下觀

眾報以熱烈的掌聲。

另一方面，大會當日亦安排何錦添牧師、廖明楷宣教主

任、鄺潤歡校長、黃艷芳女士及陳麗珠女士分別頒贈第

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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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亦頒發由家長教師會贊助校方的「有

禮校園」繪畫及填色比賽獎項，得獎者名單如下：

1A 陳嘉熹 1D 蘇   菲 2D 黃卓琳 2D 陳溢禮    

3D 黃衍博 3D 何嘯崚  4A 黎栢特  4C 余浩銘

5A 覃信熙 5A 劉湛琿 6B 阮詠欣  6C 施穎茵

最後，我們同時在週年大會內舉行了第二十二屆執行

委員就職典禮，由鄺潤歡校長頒贈第二十二屆執委委

任狀，讓各家長及同學認識本屆的家長教師會執委成

員。

英詩集誦

何錦添牧師與獲獎家長及學生合照

黃艷芳主席與獲獎家長及學生合照

廖宣教主任與獲獎家長及學生合照

廖明楷主任主持講座
執委分享心聲

黃艷芳主席作會務匯報 何錦添牧師致辭

何錦添牧師、廖明楷宣教主任、鄺潤歡校長頒發感謝狀于去年家長義工

鄺潤歡校長與嘉賓頒發感謝狀于去年執委

本 人 是 3B 朱 晉 源 的 姑
媽，今年十分榮幸，繼
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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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位聖紀

文姑媽，得到各家長對我的支持及鼓
勵，令我更投入我的執委工作。本人
期望在未來的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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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生在學業及品德
上的進步。
我祝紀文金禧照萬家 ! 主恩常在 !

秘書 朱浣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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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的家長義工分享會邀請了何錦添牧師及凱鈴姐姐一
同分享。每屆執委們都很雀躍地籌辦這個分享會，因為這是各
義工聚首一堂、互相交流及分享的好機會。分享會當天約有
三十位家長義工及執委參與。在會中校長、主席、副主席及各
執委都分享了家長教師會的工作情況，主席亦簡介了各項義工
活動的安排，其中包括：打手印活動、校園福音壁畫、五十周
年金禧校慶啟動禮、校運會、五十周年金禧校慶暨文藝匯演、
親子大旅行及整理舊校服等活動。

 在分享會中，本屆執委及義工們預備了很多美食供各人享
用，使這聚會洋溢著一片歡樂的氣氛，並讓各義工互相認識，
我們亦以一大圓形同坐分享自己當義工的心聲，當中何牧師更
以幽默風趣的日常生活與我們分享，最後更為我們送上祝福。

         我相信每位家長義工穿上紅色的義工 T 恤工作時，面
        上都會添上一份自豪的光彩。 家長義工分享會

何錦添牧師與家長義工大合照

鄺保羅大主教與襄禮團大合照

鄺保羅大主教與聖紀文教職員及家長大合照

家長義工與鄺校長在校園
福音壁畫前大合照

家長義工恭賀
聖紀文金禧大喜

家長義工大合照

2018年 12月11日2018年 10月13日

家長義工協助幼稚園參與運動會的比賽

2018年 11月23日家 長 義 工 活 動 花 絮

鄺校長與黃主席
主持運動會開幕禮

孩子是不是壓力過大？ 
不同年紀與不同的人，對壓力事件的認定都是相當主觀與迴異
的，例如有人認為跟陌生人講話是容易且愉快的，但是對某些
人而言，可能已經是無法承受的壓力了；又如感冒看醫生，對
大人而言不過是花個時間排隊等候，卻很難想像，單是醫生的
白制服，就可以讓一些孩子嚇哭了。 
舉凡成長所帶來的變化、做功課、考試、犯錯、被處罰、被老
師管教、同儕壓力、父母的期待、手足衝突與競爭、父母婚姻
衝突、被父母管教、父母的壓力、搬家、轉學、生病 ... 等都可
能對孩子造成壓力，若沒有適當的因應之道，也會讓孩子不堪
負荷。幫助孩子減壓 的方法包括：

◆ 減壓： 
‧ 給孩子一個低壓的生活環境：如規律的生活、避免看太多

的電視、營養的均衡與適當的運動。 
‧ 協助孩子過濾壓力源：孩子有時會對不需感受到壓力的事

情過度反應，父母可以協助孩子如何分辨。 
‧ 避免將大人的壓力加諸在孩子身上：大人也需不斷的增加

自己因應壓力的能力，以避免轉嫁到孩子身上。 
‧ 對於即將面臨的壓力及早做準備：譬如搬家、轉學或是迎

接新弟妹，必須及早做準備，設想可能的狀況或透過角色
扮演讓孩子有心裡準備。 

‧ 學習享受生活的樂趣、幽默 。 
本文節錄自「如何幫助孩子減壓？作者：呂俐安　陳質采」

◆增加因應的能力： 
‧ 學習放鬆的方法：例如《玩遊戲、解情緒》

中提供一些紓解情緒的方法，父母可以讓孩
子自己挑選，並約定遇到問題時，如果能順
利解決，就可以獲得獎勵。 

‧ 尋找資源、與人分享（把壓力說出來）... 等。 
‧ 找到壓力源並教導問題解決策略。 

◆教導問題解決策略 
‧ 用簡單及適合孩子年齡方式，讓孩子知道，成長過程中真的有一些

問題需要去面對。 
‧ 教導孩子問題解決策略：訂定目標、設想解決方案、評估後果、執

行與修正。 
‧ 從簡單到複雜，讓孩子逐漸學習解決他自己的問題。 
‧ 允許孩子經驗伴隨問題而來的負向情緒，例如當他的寵物過世時，
 不必急著埋葬，可以給孩子一些時間，並陪伴他走過悲傷。 
‧ 給孩子一些責任以增進他的策略。 

◆增加抗壓性： 
‧ 協助孩子找到生活的舞台，學習自我肯定與肯定別人。 
‧ 讓孩子知道你會一直支持他、肯定他。 
‧ 跟孩子共同閱讀、建立孩子正確的價值觀以及正向的的想法。
‧ 開放自己並以身作則。

2019年 1月15日



會址：九龍長沙灣幸福街五號      電話：2361 5663      傳真：2360 5166      網頁：www.skhscps.edu.hk      第四十五期      二零一九年三月

 本會於 2019 年 2 月 23 日星期六舉辦了『親子大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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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有大埔柏麗高爾夫球練習場打高爾夫球、參觀沙頭角農
莊、沙頭角農莊內任食燒烤，親子集體遊戲、車上遊戲及幸運大抽獎等。

 這一天我們有六百多人參與，天氣雖有點寒冷及有陣雨，但難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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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輛
旅遊車浩浩蕩蕩地向目的地出發。在車上，同學們都獲贈玩遊戲的小禮
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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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家教合作及恭賀聖公會聖
紀文小學五十金禧，是次旅行特設「金禧親子攝影比賽」，每位參賽者
都獲贈小禮物一份；另設十五個優異獎，將另獲頒發優異獎獎狀一張，
優異相片將刊登在家教會第四十五期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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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揀選了十五份作品刊載於今期的期
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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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軒設計 23655628

聖紀文金禧五十的壽辰，我們一家五位的‘紀文
人’祝聖紀文繼續作育英才，成就未來百年的教
育基業。現在我還有兩位孩子就讀六年級和三年
級，我與聖紀文有多年的感情，而聖紀文亦是我
子女心目中的另一個家。今年我有幸繼續當選為
家長教師會的副主席，多謝家長對我的支持及信

任，希望可以略盡綿力繼續為家教會服務。

在義工分享會中，很多家長義工都說參加了家長義工的工作
後，加強了對學校的歸屬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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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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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藝虹女士、孫佩娜女士、
  譚嘉寶女士、梁慧施主任、潘婉文主任

編輯委員會

副主席  陳麗珠女士

今年是聖紀文金禧的大日子，家長教師會恭賀聖紀文五十大壽，主恩滿載 ! 本人
十分榮幸能繼續成為本屆的主席，更有幸繼續獲選為本年度法團校董會的家長校
董。本人樂意繼續作家長與學校之間的溝通橋樑，為學校出一分力，使家長教師
會成為家長間互相交流的平台。家校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我願意為家長表達對學
校的意見，讓孩子們在學習上更愉快更主動。

在此，本人再次感謝所有不辭勞苦的的家長義工，你們對聖紀文的貢獻，令家教
會的會務更發光發熱。家教會繼續努力舉辦更多不同類型的講座和親子活動，讓
學生和家長可更多參與。促成家校合作，幫助有需要的家長解決有關的問題。

黃艷芳女士 

鄺潤歡校長與黃艷芳主席

第一排 ( 左至右 ) ：潘婉文主任、歐陽麗櫻副校長、劉佩珊老師、譚嘉寶女士、謝藝虹女士、孫佩娜女士、馮慶聯女士、朱浣明女士、
鄺潤歡校長、陳麗珠女士、黃艷芳女士、何錦添牧師、廖明楷宣教主任、張家玲主任、梁慧施主任、倪少玲副校長

我有一位女兒今年快畢業了，真捨不得聖紀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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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豬年事事暢順 ! 身體健康 ! 生活愉快 !

               家 長 執 委                 校 方 執 委

 職務 芳名 學生姓名 職務 芳名

 主席 黃艷芳女士 黃穎沁 (3D) 顧問 鄺潤歡校長
   黃穎晴 (6D)

 副主席 陳麗珠女士 黃正男 (3D)  副主席 歐陽麗櫻副校長
   黃圳男 (6C)

 秘書 朱浣明女士 朱晉源 (3B) 秘書 潘婉文主任

 司庫 馮慶聯女士 蔣欣桐 (5B) 司庫 倪少玲副校長

 聯絡 謝藝虹女士 阮祐楠 (3B) 聯絡 梁慧施主任

 康樂 孫佩娜女士 劉爾恩 (5A) 執委 張家玲主任

 總務 譚嘉寶女士 趙傲雲 (5C) 執委 劉佩珊老師

2019年 2月23日

第一車至第十一車大合照

第一車

家長們的燒烤樂

第五車

第二車

第六車

第三車

第七車

第四車

第八車

第九車 第十車 第十一車６

我們等待出發了

教練教同學們打高爾夫球

鄺校長與老師們也學做茶果

鄺校長與黃艷芳主席一起燒烤

 1B 林穎楠 1B 梁芷晞 1B 黃沛恩 1C 張天藍 1C 謝雅晴

 1C 林國珵 1D 范泳怡 2B 鄭珈晴 4B 陳子謙 4D 梁悅恩

 5B 葉浩浚 5D 趙家仟 5E 溫文萱 6A 陳曉琳 6C 李純恩

金禧親子攝影比賽十五名優異獎

1B 林穎楠

1C 謝雅晴

5B 葉浩浚 5E 溫文萱

1B 梁芷晞

1D 范泳怡

5D 趙家仟

2B 鄭珈晴

6A 陳曉琳 6C 李純恩

1B 黃沛恩

1C 林國珵

4B 陳子謙

1C 張天藍

4D 梁悅恩

5

1B 梁芷晞家長

 在二月二十三日的親子大旅行我

有幸被邀為家長義工，讓我有機會跟各

職員及家長們建立彼此合作及互信的關

係。我們一家十分享受當天的活動。

6A 勞婧瑜

 感謝學校舉辦親子大旅行活動，

可以加強家長及子女的溝通，提供舒

展身心的機會。活動程序十分有趣：

有高爾夫球場，參觀沙頭角農莊及燒

烤等。我最喜歡打高爾夫球，因為我

從沒玩過這樣的活動，感謝學校令我

大開眼界。

6A 董鉅基

 金禧親子大旅行也是我畢業前

的旅行既難忘又開心。我們親手做了

茶果和燒烤，吃着親手做的成果特別

美味。感謝學校給我們這次機會，讓

我們留下美好的回憶。

6C 袁楚琳

 雖然天公不造美，有小雨，但我們卻能

學打高爾夫球。在燒烤的時候跟同學聯誼及

和老師拍照，這次旅行令我有很大的收穫，

因為我認識了大自然的奧秘。

4C 梁可兒家長

 是次親子大旅行活動舉辦

得十分成功，各地點活動時間

亦較上年控制得良好及流暢，

期望明年親子大旅行再有愉快

的體驗。

5A 劉爾恩

 今天的旅行令我十分

愉快，雖然有毛毛細雨，

但也感謝天父讓旅行如常

進行，也十分感謝家教會

舉行是次活動。

5E 陳亨家長

 在大埔柏麗高爾夫球練習場打高爾

夫球，雖然天氣欠佳，但卻瀰漫着熱鬧的

氣氛，沙頭角農莊的山景很優美，景色也

迷人，兩個都是值得去的好地方！

6A 陳曉琳

 雖然天公不造美，但

仍然阻擋不了金禧周年親

子大旅行的興奮。在母校

最後的一年帶給我非常美

好的回憶。

2C 李澤坤

 在二月二十三日我們一家很

開心參加了學校舉辦的親子大旅

行，讓學生們認識到很多新鮮的事

物。感謝老師們的安排，讓我們一

家過了一天開心的時光。

3A 岑梓謙

 我很高興今天能出席

學校的金禧五十周年親子大

旅行，很感恩天氣只是下着

微微雨，但我們玩得十分高

興，期待下次再參與。

2B 黃典恩家長

 今次家長教師會旅行

十分有意義，適逢聖紀文

五十周年金禧，又是我們

第一次參加旅行，令我們

和女兒共享天倫。感謝各

方努力的安排。

3D 何弦鈦

 今次的旅行令我太開心了，除了燒烤

有很多食物外，還有很多遊戲玩，更有山

羊看，可以餵飼動物，令我非常快樂！

4B 黎梓蕘家長

 陰雨天氣無阻我們興奮的心情，

從不想參加到不想回家，衷心多謝家

教會這次舉辦的活動，使女兒過了開

心難忘的一天。

2C 季星宇家長

 感恩家教會安排今天豐

富的活動，讓孩子體驗高爾

夫球的樂趣。在農莊內燒烤，

與親子玩樂及孩子互動，家

長亦有彼此交流。

1C 陳耀華

 太好玩了，太好玩了！

因為恐龍大彈床非常刺激！

我還學會了打高爾夫球，玩

得很累，但我十分開心！

 1B 梁芷晞家長 1C 陳耀華 2B 黃典恩家長 2C 季星宇家長 2C 李澤坤

 3A 岑梓謙 3D 何弦鈦 4B 黎梓蕘家長 4C 梁可兒家長 5A 劉爾恩

 5E 陳亨家長 6A 陳曉琳 6A 勞婧瑜 6A 董鉅基 6C 袁楚琳

親子大旅行感想獲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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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於 2019 年 2 月 23 日星期六舉辦了『親子大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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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有大埔柏麗高爾夫球練習場打高爾夫球、參觀沙頭角農
莊、沙頭角農莊內任食燒烤，親子集體遊戲、車上遊戲及幸運大抽獎等。

 這一天我們有六百多人參與，天氣雖有點寒冷及有陣雨，但難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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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輛
旅遊車浩浩蕩蕩地向目的地出發。在車上，同學們都獲贈玩遊戲的小禮
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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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家教合作及恭賀聖公會聖
紀文小學五十金禧，是次旅行特設「金禧親子攝影比賽」，每位參賽者
都獲贈小禮物一份；另設十五個優異獎，將另獲頒發優異獎獎狀一張，
優異相片將刊登在家教會第四十五期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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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揀選了十五份作品刊載於今期的期
刊內。

1
雅軒設計 23655628

聖紀文金禧五十的壽辰，我們一家五位的‘紀文
人’祝聖紀文繼續作育英才，成就未來百年的教
育基業。現在我還有兩位孩子就讀六年級和三年
級，我與聖紀文有多年的感情，而聖紀文亦是我
子女心目中的另一個家。今年我有幸繼續當選為
家長教師會的副主席，多謝家長對我的支持及信

任，希望可以略盡綿力繼續為家教會服務。

在義工分享會中，很多家長義工都說參加了家長義工的工作
後，加強了對學校的歸屬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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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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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藝虹女士、孫佩娜女士、
  譚嘉寶女士、梁慧施主任、潘婉文主任

編輯委員會

副主席  陳麗珠女士

今年是聖紀文金禧的大日子，家長教師會恭賀聖紀文五十大壽，主恩滿載 ! 本人
十分榮幸能繼續成為本屆的主席，更有幸繼續獲選為本年度法團校董會的家長校
董。本人樂意繼續作家長與學校之間的溝通橋樑，為學校出一分力，使家長教師
會成為家長間互相交流的平台。家校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我願意為家長表達對學
校的意見，讓孩子們在學習上更愉快更主動。

在此，本人再次感謝所有不辭勞苦的的家長義工，你們對聖紀文的貢獻，令家教
會的會務更發光發熱。家教會繼續努力舉辦更多不同類型的講座和親子活動，讓
學生和家長可更多參與。促成家校合作，幫助有需要的家長解決有關的問題。

黃艷芳女士 

鄺潤歡校長與黃艷芳主席

第一排 ( 左至右 ) ：潘婉文主任、歐陽麗櫻副校長、劉佩珊老師、譚嘉寶女士、謝藝虹女士、孫佩娜女士、馮慶聯女士、朱浣明女士、
鄺潤歡校長、陳麗珠女士、黃艷芳女士、何錦添牧師、廖明楷宣教主任、張家玲主任、梁慧施主任、倪少玲副校長

我有一位女兒今年快畢業了，真捨不得聖紀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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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豬年事事暢順 ! 身體健康 ! 生活愉快 !

               家 長 執 委                 校 方 執 委

 職務 芳名 學生姓名 職務 芳名

 主席 黃艷芳女士 黃穎沁 (3D) 顧問 鄺潤歡校長
   黃穎晴 (6D)

 副主席 陳麗珠女士 黃正男 (3D)  副主席 歐陽麗櫻副校長
   黃圳男 (6C)

 秘書 朱浣明女士 朱晉源 (3B) 秘書 潘婉文主任

 司庫 馮慶聯女士 蔣欣桐 (5B) 司庫 倪少玲副校長

 聯絡 謝藝虹女士 阮祐楠 (3B) 聯絡 梁慧施主任

 康樂 孫佩娜女士 劉爾恩 (5A) 執委 張家玲主任

 總務 譚嘉寶女士 趙傲雲 (5C) 執委 劉佩珊老師

2019年 2月23日

第一車至第十一車大合照

第一車

家長們的燒烤樂

第五車

第二車

第六車

第三車

第七車

第四車

第八車

第九車 第十車 第十一車６

我們等待出發了

教練教同學們打高爾夫球

鄺校長與老師們也學做茶果

鄺校長與黃艷芳主席一起燒烤

 1B 林穎楠 1B 梁芷晞 1B 黃沛恩 1C 張天藍 1C 謝雅晴

 1C 林國珵 1D 范泳怡 2B 鄭珈晴 4B 陳子謙 4D 梁悅恩

 5B 葉浩浚 5D 趙家仟 5E 溫文萱 6A 陳曉琳 6C 李純恩

金禧親子攝影比賽十五名優異獎

1B 林穎楠

1C 謝雅晴

5B 葉浩浚 5E 溫文萱

1B 梁芷晞

1D 范泳怡

5D 趙家仟

2B 鄭珈晴

6A 陳曉琳 6C 李純恩

1B 黃沛恩

1C 林國珵

4B 陳子謙

1C 張天藍

4D 梁悅恩

5

1B 梁芷晞家長

 在二月二十三日的親子大旅行我

有幸被邀為家長義工，讓我有機會跟各

職員及家長們建立彼此合作及互信的關

係。我們一家十分享受當天的活動。

6A 勞婧瑜

 感謝學校舉辦親子大旅行活動，

可以加強家長及子女的溝通，提供舒

展身心的機會。活動程序十分有趣：

有高爾夫球場，參觀沙頭角農莊及燒

烤等。我最喜歡打高爾夫球，因為我

從沒玩過這樣的活動，感謝學校令我

大開眼界。

6A 董鉅基

 金禧親子大旅行也是我畢業前

的旅行既難忘又開心。我們親手做了

茶果和燒烤，吃着親手做的成果特別

美味。感謝學校給我們這次機會，讓

我們留下美好的回憶。

6C 袁楚琳

 雖然天公不造美，有小雨，但我們卻能

學打高爾夫球。在燒烤的時候跟同學聯誼及

和老師拍照，這次旅行令我有很大的收穫，

因為我認識了大自然的奧秘。

4C 梁可兒家長

 是次親子大旅行活動舉辦

得十分成功，各地點活動時間

亦較上年控制得良好及流暢，

期望明年親子大旅行再有愉快

的體驗。

5A 劉爾恩

 今天的旅行令我十分

愉快，雖然有毛毛細雨，

但也感謝天父讓旅行如常

進行，也十分感謝家教會

舉行是次活動。

5E 陳亨家長

 在大埔柏麗高爾夫球練習場打高爾

夫球，雖然天氣欠佳，但卻瀰漫着熱鬧的

氣氛，沙頭角農莊的山景很優美，景色也

迷人，兩個都是值得去的好地方！

6A 陳曉琳

 雖然天公不造美，但

仍然阻擋不了金禧周年親

子大旅行的興奮。在母校

最後的一年帶給我非常美

好的回憶。

2C 李澤坤

 在二月二十三日我們一家很

開心參加了學校舉辦的親子大旅

行，讓學生們認識到很多新鮮的事

物。感謝老師們的安排，讓我們一

家過了一天開心的時光。

3A 岑梓謙

 我很高興今天能出席

學校的金禧五十周年親子大

旅行，很感恩天氣只是下着

微微雨，但我們玩得十分高

興，期待下次再參與。

2B 黃典恩家長

 今次家長教師會旅行

十分有意義，適逢聖紀文

五十周年金禧，又是我們

第一次參加旅行，令我們

和女兒共享天倫。感謝各

方努力的安排。

3D 何弦鈦

 今次的旅行令我太開心了，除了燒烤

有很多食物外，還有很多遊戲玩，更有山

羊看，可以餵飼動物，令我非常快樂！

4B 黎梓蕘家長

 陰雨天氣無阻我們興奮的心情，

從不想參加到不想回家，衷心多謝家

教會這次舉辦的活動，使女兒過了開

心難忘的一天。

2C 季星宇家長

 感恩家教會安排今天豐

富的活動，讓孩子體驗高爾

夫球的樂趣。在農莊內燒烤，

與親子玩樂及孩子互動，家

長亦有彼此交流。

1C 陳耀華

 太好玩了，太好玩了！

因為恐龍大彈床非常刺激！

我還學會了打高爾夫球，玩

得很累，但我十分開心！

 1B 梁芷晞家長 1C 陳耀華 2B 黃典恩家長 2C 季星宇家長 2C 李澤坤

 3A 岑梓謙 3D 何弦鈦 4B 黎梓蕘家長 4C 梁可兒家長 5A 劉爾恩

 5E 陳亨家長 6A 陳曉琳 6A 勞婧瑜 6A 董鉅基 6C 袁楚琳

親子大旅行感想獲選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