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神嘉諾撒學校
家 長 教 師 會 會 訊
主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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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委員名單

區校長、各位老師、家長和同學們：
大家好！今年，又是一個豐盛滿滿的一年！除了多不勝數的核心活
動外，我們再次以「親子為本」，首次籌辦由委員親自教授的工作
坊，反應熱烈，空前成功。此外，還有蠻特別的「派糖果同樂日」，
承蒙得到家長贊助，我們藉此機會為囡囡在平實的學習日子裡，增
添不少的驚喜和歡樂。看見大家都為著囡囡、家長、學校，付出了
不少心機、努力及寶貴時間，實在令人感動和鼓舞。而我亦深信，
「家校一心」再也不只是家教會的左右銘，同樣也是今時今日每位
家長都盡力一同維繫的精神。
在籌備每一個活動時，大家都為著：「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每每都體貼地為所有參加者設想，也費盡心思去把握有限的資源，
令活動得到最適宜的安排。從中除了展現出大家卓越的團隊精神，
還把家教會的力量發揮出優越的果效，在此，容我向一眾委員及所
有家長致衷心的謝意。
見證著過去數年的日子，不論是委員或新舊生家長，大家對囡囡和
學校的付出，彼此都是有目共睹的。適逢來年是創校６0周年的大
慶典，期望大家繼續支持學校和家教會，踴躍參與，為我們日後的
活動作更強大的後盾，也為所有天神女兒們給力，讓她們繼續發熱
發亮！多謝大家！
5C 彭寶萱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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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委員暨全體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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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 甲子情 承傳愛

「六十」這個數字，在中國人眼中有一個特別的意義，
「六十」年是一個曆法中一個重要的數字，古人以十干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與十二支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輪流配合，組成曆法。每六十年一個循環，稱為一個
甲子，有周而復始的意味。故此，中國人非常重視六十
歲，尊稱為「甲子」，是人生最重要的一個壽辰。
本校自1958年屹立於紅磡鶴園街，在過去的六十年，
由一棵小幼苗慢慢地茁壯成長，致力為莘莘學子提供優
質教育服務。雖然期間有不少改變，由上、下午半日制
變成全日制上課，由聯繫制度轉為「一條龍」辦學模
式，但在歷屆校監、校長及老師的共同努力下，培育不
少優秀校友，貢獻社會。為讓歷屆校友們重回母校，與
師生、家長一同參與見證與支持鑽禧校慶，學校正籌備
一連串慶祝活動，包括感恩聖祭、開放日、晚宴、運動
會及綜藝匯演等。由於學校規模所限，單靠全校三十三
位老師之力，實難成事!
感恩家長教師會丶校友會一直以來對學校的支持與協
助，縱使校慶籌備工作繁瑣、千頭萬緒，仍能團結一
致，戮力以赴。就以籌辦校慶晚宴為例，由計劃流程、
物色合適場地、揀選菜單、票務安排、製作紀念品……
已經花了不少時間和心血。大家滿以為已覓得交通便
利、價錢合宜，可筵開六十席的酒樓作校慶晚宴之用，

新生家長迎新日

周年校慶標誌設計比賽
得獎作品 (6B 崔梓澄)

但在公開發售餐券不足一星期，已出現供不應求的情
況！本來大家熱情參與，實在叫人興奮莫名，但現在卻
要滿懷希望、渴望聚首的一群，滿載失望而歸，內心不
由得一沈。幸得校友會、家教會主席及委員們群策群
力、鍥而不捨、勞心奔走，終於在三天之內，覓得另一
處可容納八十六席的場地，並在原定的日子舉行。不
過，他們的工作未有停下來，尚要逐一聯絡已訂票的校
友、家長，解釋由紅磡黃埔移師沙田石門的原因，是何
其辛勞的一件事！要讓超過一千名嘉賓、老師、校友、
家長和學生齊聚一堂，以回娘家的心情參與母校校慶活
動，正是背後的原動力。校內每一位持份者的默默付
出、同舟共濟，實在令我難以忘懷！在此，我謹以最
誠摯的心，感謝所有老師、家長和校友們的耕耘與奉
獻，感恩您們一直以來對學校的愛與信任。
對學校而言，迎接六十周年校慶，除可喜可賀之外，
更要感謝天主在過去數十年對學校的恩。祈求天主聖
神不斷的引領，並在會祖聖女瑪大肋納嘉諾撒的保守
下，學校能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秉承會祖「謙遜、仁
愛」的精神，以「心靈培育」為依歸，實踐全人教育
；並在校友和家長的支持，以及全體教職員的共同努
力下，繼續培育潔身敦品、樂於回饋社會、榮主愛人
的新一代。
區敏儀校長

16/9/2017

貴的經驗，例如 : 小朋友始終年紀小，要留意和疏導
她們升小的壓力和情緒；要怎樣有效地運用時間管
理等等。
那天 的 家長迎新日，時光就好像飛回自己開學時 ，
既緊 張 又興奮。腦海不斷有很多的問號：如何幫 助
女兒 適 應小學呢？學校的要求是怎樣的？女兒可 以
應付 得 來嗎？畢竟自己離開校園已有數十個年頭 ，
對於現代的教育變化，我是毫無頭緒的！
幸好 ， 一班熱心的家教會家長們提供了這個平台 給
我這個新手。透過前輩們無私的經驗分享，初步我對
學校有些少了解了。在教養方面，他們提點了很多寶

但這還未夠，最精彩的環節，就是分班小組分享，
每組也有位熱心前輩坐鎮，為我們解答和作個人分
享，大家都在輕鬆氣氛下踴躍發問。在此，我有幸
認識本屆的家長們，大家有著共同目標，互相扶持，
為女兒適應小一作準備，也為這十二年的家校友誼
打下良好的基礎。
1B 黃悅琳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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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周年大會暨分級家長會
每年的會員大會暨分級家長會，都是學校最熱鬧的一
天。不論爸爸或媽媽，大家都會盡力抽空回校參與，
定必座無虛席。在這個難得的大日子，大會除了報告
上屆的各項主要事務和通過財務報告及預算外，也由
區校 長 頒發「感謝狀」予上屆所有委員及一些熱 心
的義 務 家長，以示讚揚大家的付出。而隨後的重 頭
戲——分級家長會，更是不能缺席的一環。各班主任
和主科老師分享了一些教學重點和溫習良策，也特意
為家長們清楚解說了今年在學與教方面的重要轉變；
自主學習和電子學習，使家長們能夠更容易掌握囡囡
的學習情況，並從旁調適時間分配。

21/10/2017

束前，新一屆的常
務家長委員亦順利
誕生。大會能得以
完滿結束，確實有
賴全體教職員周全
的準備，也更多謝
家長們抽空出席。
在此，希望來年繼
續得到大家熱烈的
支持和參與！
5Ｃ 彭寶萱家長

除此之外，今年還要多謝區校長邀請了應屆一條龍畢
業生家長回校作寶貴分享，讓我們獲益良多。大會結

一條龍聯校家長講座
我是第二次參加由
三校聯同合辦的一
條龍聯校家長講
座，上年我是協助
舉辦晚會的委員之
一。今年，我以
小四家長身分來
參加講座，讓我
了解到校方最新
的發展。我最喜
歡講座設有家長與現屆中學生
面 談 ， 這給我們了解更多中學生的生活及學習 各 方

面，家長們真是獲益
良多。通過這次參加
講座，我深深感受到
我的大女兒將不久成
為聖瑪利書院大家庭
的一份子，我要與女
兒作進一步的準備，
尤其是時間管理方
面 ，好讓我們喜迎快
將來臨的新生活及挑戰。
1B 劉愷婷、4B 劉愷慇家長

聖誕及懇親日義賣活動
家教會每年也舉辦數次義賣活
動，目的是為學校發展基金籌
款，用作改善學校環境，增添
器材，讓學生能夠在更完善的
地方學習。
當中聖誕及懇親日義賣深受學生
及家長歡迎。聖誕義賣安排在課
堂中的小息
舉行，家教
會早已預備
大量精美文具及
公仔供各同學選購。當天亦有很多
家長義工協助整理物資，義賣開始
前，義工們已經相當興奮，期待著
看見一張張可愛笑臉蜂擁而來。小

1/12/2017

12/2017 & 2/2018

息鐘聲響起，所有學生就隨之湧現，雖然她們心急如
焚，但仍然很有秩序地排隊，還很精打細算地選購心
儀物品。我很喜歡參與聖誕義賣活動，看見同學們開
開心心地拿著戰利品回去上堂，真是滿足！
今年懇親日義賣適逢流感高峰期要停課，所有學生不
能回校取成績表，起初我們還在擔心銷情不理想，幸
好 家 教 會 預 備 的 有 趣 賀 年 揮 春 及 自 家 產 品相 當 受 歡
迎，最終也籌得不錯的款項，真要感謝
各位家長的大力支持。
能夠參與家教會的活動我感到十分高興，
一方面可以更了解學校，更難得可以結
識到不同級別的家長義工，大家還可以
建立一份真貴友誼呢！
4B 梁曉琳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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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周年親子大旅行

28/1/2018

每年家教會都會為一年一度親子大旅行一日遊努力
選址，而今年我們再次選擇大棠有機生態園。雖然
對於很多家長來說，生態園不是一個陌生的地方，
但是一定是一個可以帶給小朋友笑聲及歡樂的一個
好選擇。大家都踴躍參與，出席今次旅行的，包括
有師生、家長、親朋長輩等人……對於我們的家庭
更是一個特別的日子，因為住在台灣的親戚加入我
們，一起親親大自然。
車隊準時出發，還未到達目的地，一路上旅行車已
經充滿着笑聲，小朋友已經非常興奮。很快便到達
大棠有機生態園，聽過導遊簡單介紹各樣設施後，
大家都非常熱切地跑到不同的位置上遊玩了。
當然，最受歡迎的還是騎馬項目。香港鮮有騎馬的
地方，小朋友都渴望可以親親小馬。騎馬圈外排隊
的人龍很長，但天神女兒都是有秩序的排隊，期待
着騎馬。這個特別的體驗，實在令人興奮莫名。小
朋友都非常希望可以再有機會體驗騎馬。馬廐內亦
聚集了不少小朋友，可以親近和餵飼小馬，亦十分
難得。另一邊廂，天神女兒爭相爬上繩網，尖叫聲
此起彼落，像小猴子跳來跳去。當然，也有其他女
兒喜歡較靜態的活動，參觀生態園探探孔雀、山羊
和兔子。長輩們則鍾情坐牛車慢慢的觀賞生態園內
各種設施。
時光飛逝，轉眼便到午餐時間，各人跑到燒烤區及
用餐區用餐。風味餐的菜色因採用有機食材，簡單
但甜美；而燒烤餐亦提供很多選擇，十分豐富。大

家都很享受，可以跟一班親朋戚友一起分享美食，
吃得格外開懷、津津有味。用膳後，孩子們帶着無
窮的體力都爭取時間，跑到繩網、充氣彈床、沙
坪、玻璃畫和遊戲區繼續玩耍。有些更走到冰雕世
界，體驗極冷的天氣和欣賞藝術冰雕。
快樂不知時日過，又到回程的時候。各人都掛上了
甜美的笑容，有些更帶着戰利品（撈金魚贏回來的
小魚）起程回家。今天是難忘的，因為這次大旅
行 ，不單是小朋友遊玩的地方，還給我們家長一個
聚首一堂、分享逸事、交換女兒生活和學習經驗的
一個大好機會。
1A 譚善尤、3A 譚善文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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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神大

家庭

準備出發

餵飼小動物

有機食材

撈金魚

風味餐

繩網陣

玻璃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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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笑親子工作坊

10/3/2018

從來 沒 想過大笑也能成為親子活動 ! 我們懷著 既 好
奇又興奮的心情去參加家長教師會舉辦的大笑親
子工 作 坊。
大笑運動是一種讓人無條件大笑的帶氧運動。工
作坊導師Natalie帶領我們數十個家庭先做熱身，
然後便進行放鬆、按摩和大笑運動。原來透過不
同的身體動作，配合
大笑、呼吸以及想像
力，家長和孩子們都
能開懷大笑，既可平
衡壓力、情緒，又能
促進親子關係。
多謝家長教師會的悉心
安排，讓我們享受一個
輕鬆愉快的週末。
1 B 黃恩 瞳 、
2 B 黃恩霖家 長

保鮮花親子工作坊
為慶祝母親節，家長教師會舉辦
了一個保鮮花親子工作坊，教導
學生及家長們製作保鮮花擺設，
向偉大的母親致敬。由籌備至活
動當日，各委員及義工也積極協
助，甚至充當助教，使活動取得
成功。
這次工作坊分早上及下午兩段時
間舉行，由於報名反應熱烈，最終以抽簽形式選
取50組學生及家長參加。本人作為今次工作坊的
主要導師，希望以輕鬆簡單教學方法教導大家製
作成品及帶給各位一個愉快的星期六。當天所
見，家長與學生們細心聽說講解，共同創作自己

5/5/2018
的作品，每組也做得有
板有眼，十分精細，令
其他委員也讚嘆不已!
在學習的過程中，每組
學生及家長皆十分投
入，而且創造力極高，
利用美麗的花材做出獨
特的作品，相信收到禮
物的人必會感到那份心
思及情誼。不用一個半小時，所有學生及家長都
能完成自己的作品，小心翼翼地拍照留念。看見
他們那份滿足的笑容，我也感到十分開心! 希望日
後有機會再能舉辦類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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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半天遊

23/6/2018

益力多 ︱ 可口可樂 ︱ 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
每年的親子半天遊，各委員都會絞盡腦汁，發掘一些新地方讓天神的女兒們在參觀的同時，都可以
吸收更多的資訊，增廣見聞。今次除了參觀益力多廠房和可口可樂廠房之外，家教會委員加插了多
一個參觀「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的機會。現今的社會，藥物或毒品的濫用，已經遍布不同年
紀的小朋友，情況實在不容忽視。是次參觀活動，除了提醒家長及小朋友們要對毒品和藥物提高警
覺之外，最吸引我們的，就是知道毒品可以隨時在我們身邊出現。你有沒有想過，毒品可以藏在郵
票中間？毒品以不同形態出現，完全糾正了我們一般人認為「毒品與我無關」的想法。防範勝於治
療，所以是次活動實在非常適合初小及高小的天神女兒去參
觀。眼見當日天神女兒的投入，就知道內容是相當豐富。如
果今次未能參與的小朋友們，希望當家教會再次舉辦同類型
的參觀時，大家都把握機會，踴躍報名參與啦！期待下一次
會見到 大 家 ！
4C 李思漫家長

派糖果同樂日
天神齊齊也派糖！家教
會籌備已久的派糖活動
開動了，我和一眾家長
義工突然變身財爺，為
各同學們派糖去。
我們推著手推車，盛
著滿滿的糖果箱，在
經過課室時，已經引
來一片興奮的聲音。我負責的樓層是四樓，
是五和六 年 班 的 大 姐 姐 們 ，她們十分有禮貌地慢
慢行過來排隊，既不慌亦不忙，甚有大姐姐的風範。

27/3/2018
接過糖果包後，有的害羞
地收藏起來，有的爽快地
拆袋大快耳朵，個個都滿
心歡喜，掛著笑臉的離
開。這一刻，感到一份
暖意在心頭，因為這小
小的糖果，發揮了最強
的化學作用，校園內的
每一位都被溶化了！
6C 梁善桐家長

●家長教師會會訊

家長心聲

很感激學校給我機會擔當學校專題研集「生活點滴」訪談活動之義工，讓我有
機會跟媽媽一起回憶童年往事和生活點滴。那天早上，我跟媽媽一起從地鐵站
步行到學校的途中，一面行、一面回想童年時和父母相處的情況和開心的事
情，讓我覺得很高興。在平時忙碌的生活裏，根本沒有可能有這些閑情。

非常感恩！轉眼間我們加入了天神這個大家庭
已差不多一個學年了。在這個學年，囡囡不
但很快便適應新的環境，更能全情投入和
享受天神的愉快校園生活。回想過去的九
個多月中，囡囡和我們都有不少驚喜、新
穎 、窩心、感恩的體驗 ……
驚喜、新穎 —— 多姿多彩的校外活動：到
PizzaExpress製作薄餅、賣旗、清潔海灘、學
校旅行……還有校內有趣新穎的教學活動；用
QR code上網做功課、從看小丸子卡通學習旅行所需用品、觀看Youtube學
英文文法……這些走出校園和跳出框框的學習，老師悉心的預備，確實能讓
小朋友增加不少學習的趣味，更提升她們自動自主地學習。

我喜歡當義工，是從我媽媽身上學到的，而我
每次當完義工都覺得自己有所得着。這次義
工活動後，老師還冲曬了活動的相片給我
和媽媽留念，這真是一個意外的收穫呢！
謝謝學校和老師！

4C 胡紫柔家長

給女孩們的信
很記得十一歲那年，第一次閱讀亦舒小姐的《玫
瑰的故事》時，看到玫瑰的哥哥黃振華形容其十
五歲妹妹與年長母親的相處是「青春期的女兒大
戰更年期的母親」時，我笑到流出眼淚，覺得這
樣的形容實在太新鮮刺激。可是，一晃眼，自己
也步入青春期，跟媽媽有很多不能融合的分歧
時 ，深深明白無論媽媽是不是更年期，總之青春
期的女兒就注定活得焦頭爛額、日月無光，還要面
對功課壓力、臉上惱人的荳荳、肥美的雙腿......人
生，真的不免崎嶇，難以絕無掛慮。

窩心、感恩——「迎新日」和「新生家長分享會」：像我們這樣的新丁，老
師們和家教會十分體貼，他們分別舉辦「新生迎新日」和「新生家長分享
會」。透過老師詳細地講解學校的事宜和帶領新生們遊覽學校；加上家教
會安排一班很有心的學姐家長跟我們分享，更以小組形式讓我們互相發問和
交流，好讓我們這班新丁了解不少在天神校園生活和學習的情況，從而快快
撑握和適應。除此之外，家教會用心製作而又非常精美的學校文具和紀念
品，不但能為學校籌備一些營運資金，近讓小朋友和家長多加歸屬感。
還有不少體驗不能盡錄，但在這學年中，很感受到校長與老師們團隊的默契
和互相欣賞、同工們上下齊心、家教會落力又無私的奉獻，這些一點一滴營
造了溫馨團結的「天神家」氣氛。感恩能成為「天神家」的一份子，更感
激校長、老師、修女、同工和一班家長義工用心和辛勞的付出！衷心的感
謝您們呀！

2C 蔡穎思家長

寫稿的當天，正是小一統一派位結果揭盅的一天。早
上八點多起來，看見細女，就跟她說：「我們要感
恩！」感恩不需擔心派位結果而可以整晚安睡！感
恩與媽媽兒時一樣，可與姊姊一起到「天神村」
上學。
回想起「天神村」的日子，於大洋紫荊樹下與同
學跳繩，到聖母岩靜心的祈禱，多麼快樂和温
暖。但幾年前重踏進校園，發現洋紫荊樹和聖母岩
都不見了。以前的露天操場也蓋了一座大樓，看來
學校的設施及設備比我的「那些年」更完善。課室裡
都設有冷氣機、投影機，上課的環境舒適得多！此外，
學校亦為學生們安排不同形式的課外活動、比賽，甚至有樂器班、樂團，增
加同學對音樂的興趣同培養，令繁忙的學習生活得到舒緩和平衡，「天神女
兒」越來越幸福。
今年為天神六十周年，將會有好多慶祝活動，積極參與、大力支持，參與家
長義工，為母校，為女兒的母校出一分力。期待！

4A 林婥潼家長

可惜，現實和幻想實在有太大距離，當媽媽披頭散髮、拿着厚厚的練習本催
促歎慢板的大小姐「快啲啦！快啲啦！」，勞心勞力時，試問還那來心思去
「體察民情」？能夠做到不拍枱拍櫈，都已經可列入優雅行列了。然後媽媽
們即使身心俱疲，面黃黃、一臉油，還要小心翼翼又呵又哄，誠惶誠恐跟女
兒相處，恐防一個不小心就踩中她們的情緒地雷，結果阿媽都是一把眼淚、
一把鼻涕做人，情何以堪！
究竟媽媽和女兒的關係是甚麼呢？是哈利波特和佛地魔，還是Elsa和Anna？
或許我神探伽俐略上身，大膽推論一下，其實母女就是媽媽和女兒那麼簡
單，當然相處一定有沙沙石石，可是，孩子在媽媽肚內十個月，當然一出生
就比別人來得親厚〈爸爸們對不起啊！〉，或許母女一場，難免有悲喜笑
淚，只要女兒一笑，媽媽自然也交叉神經一起歡笑，相當不可理喻，也相當
不能理解，只能說冤孽。
每一位可愛的女兒，請體諒媽媽們經常大吼小叫，因為媽媽本來就不是十八
般武藝於一身，只是為了你們而甚麼事情都摃上肩膀，大家都是邊學邊做，
將就一下吧！別忘記，任何媽媽本來都是美少女，如今卻由珍珠變成魚眼
珠，如公主流落民間。媽媽在努力，請你們也一起加油，往後悠悠數十載，
媽媽永遠是女兒無遮攔天空下的一把傘，任憑晴雨，不離不棄。

5A 李洛彤家長

親子閣

1B 黃悅琳

時日轉換，輪到自己當母親，真是沒事找事做，還要是一輩子的事。女兒一
舊飯似的走進小學校園，如今亦開始步進青春期，深感命運弄人〈掩面表情
符號〉。今天自己調換了身份，惟恐在女兒眼中，是一個只講規矩成績，忘
了理解其心底需要、面目模糊的母親。回想自己當日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
彷徨，便希望能當一個可以和女兒分享心事、陪她欣賞電影，又或一起聽流
行曲的媽媽〈事實年中陪她到主題公園遊玩，已經是挑戰人體極限〉。待她
長大後，又渴望能和我說說男生們的是非，彼此拿着男朋友的相片評頭品足
一番。真是想想都覺得溫馨細膩，就如童話故事書中那些大人小孩圍爐取暖
的情節，要多美麗有多美麗。

2A 溫 怡

3A 謝可瑩

4C 黃沛瑜

5 C 布海釩

七月份家長教師會活動：謝師宴 (7/7/2018) / 家長也敬師活動 (9/7/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