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  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  

ATS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ATS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香港仔工業學校家長教師會
ATS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ATS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ATS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ATS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ATS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ATS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ATS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ATS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ATS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ATS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ATS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ATS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ATS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ATS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會
訊

香港仔黃竹坑道一號  　      電話：2552 7428           傳真：2552 1702          網址：http://www.ats.edu.hk    
電郵地址：ptainfo@ats.edu.hk（一般查詢）及ptachair@ats.edu.hk（致會長）                 2015年3月1日

43

會長  劉鑒熲

第23屆第一次家長講座於9月28日舉行，很榮幸邀請到張達明先生為主講

嘉賓，主題是「溝通與表達力」。張先生以輕鬆的方法，深入淺出，與現場的

老師、家長和學生們互動，指導參加者如何「溝通」及「表達」；在過程中全

場都充滿了歡笑聲，令大家都得益不少，希望都能學以致用，收到預期的效

果。我亦趁此機會多謝前任家長理事胡光駿先生的特別推介，令到是次講座能

得以順利完成，還令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會長  劉鑒熲會長  劉鑒熲

祝林神父生日快樂！身體健康！
為林神父送上生日驚喜

林神父帶領我們餐前祈禱

大家高高興興一同合唱大合照

家教會晚宴家教會晚宴聚餐
2014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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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屆家教會週年大會暨家長講座

講者：張達明先生

第23屆家教會週年大會暨家長講座

講者：張達明先生

第23屆家教會週年大會暨家長講座

講者：張達明先生



今年是會祖聖若望鮑思高誕生200週年，慈幼會中華會省於

一月二十九日，特別假小西灣運動場，舉辦了六間慈幼會中學

聯合的運動競技日；活動除了各校師生外，還特別邀請了舊生

及家長參與，盡顯慈幼會大家庭的精神。當天一早全校師生出

席了感恩彌撒，午膳後一同乘坐校方租用四輛雙層巴士一同前

往運動場。本會有多位理事出席，聯同老師及學生參與各項競

技活動，包括足球運行、砌圖、雜項競技及接力賽，氣氛十分

熱烈，大家都渡過了一個歡樂的下午。

聯校競技
日

鮑聖心　
心傳心

李揚

我自從在香港仔工業學校就讀後，我的生活改

變了。我以前在小學時，整天都只想着放學回家後

的玩樂，主要當然是玩電腦和電話，所以沒有留心

上課，也經常欠交功課。

今年開學後的首一兩個星期，我都很不習慣，

因為宿舍不容許我們玩電腦，而且安排了我們做功

課或溫習課本的時間。所以現在我每天都會自動自

覺地做應該做的事，過着有規律的生活。

黃家豪

寄宿很好，我喜歡寄宿；當中有些刻苦訓練，也有歡樂時

光。從早到晚，宿舍的導師都在為我們操心，我們或許不知道導

師的辛苦，而日日夜夜都非常調皮。導師們會合理安排我們飲食

起居，我們有時起牀起得很晚，導師們會不厭其煩地一個一個敲

醒我們。六時多我們就要去祈禱，神父也風雨不改地一大清早為

我們說故事，講道理，為我們獻上祝福。慈祥的面容，挺拔的身

體就是神父的特徵。神父年紀也很大了，每天的早禱可能是一種

負擔；但既然一位老人家能夠為我們付出一切，我們又有什麼理

由不去聽話？神父天天為我們祝福，他是否祝福過自己？神父從

來都不為自己，他只為了學校，為了宿舍，他能不顧一切。我們

做的只是平凡小事，卻都不能圓滿完成，有時我真感到慚愧。

宿舍就是我們的家，導師就是我們的兄長，神父就是我們

的父親。為了這個家，我們難道不應該出一份力，不該去做好這

些小事嗎？

賴融臻

第一天踏入宿舍，看着一群陌生的臉孔，也代表我開始了

學習的一個新階段。

第一天是迎新活動，當時還未摸熟這裏的情景和人，甚麼

事也不敢去做。我還記得第一次跟房友談天時，我們知道對方

也是居住九龍，同時也產生了一個話題。

直至現在，能與朋友一起踢足球，也居住在同一宿舍，這

一定比家裏的電子遊戲更有樂趣呢！更何況有一班「兄弟」在

香工宿舍每天分享學校的事情，這一種快樂真是難以盡訴。

生 話宿 的

劉俊賢

讀小學的時候，學校沒有寄宿部，所以令年

來到寄宿後，我感覺到非常新鮮。寄宿部的生活與

家裏十分不同。在家裏，我的生活隨意，沒有規管

和時間觀念，每一天只會玩電腦，虛度人生。寄宿

後，我每天都過得充實。放學後我參加課外活動，

然後還有空的時間，我們會上大操場踢足球。寄宿

部的導師會和我們一起踢，踢完足球便洗澡；洗澡

後大約還有30分鐘的時間讓我們作溫習和看報紙，

之後我們會等神父來帶領祈禱，然後一起吃飯。吃

過晚飯後，我們需要自己洗碗碟，這樣可以令我們

學會一樣生活技能，令我們學會獨立，令我們明白

自己的事必需自己做。晚飯後，我們會到考試室做

功課和溫習，令我有充足的時間做功課，接著有短

短的時間玩樂，然後等待神父帶領晚祈禱，然後睡

覺。直至星期五我們回家。所以我覺得宿舍的生活

十分充實，有時間規管令我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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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庫　陳燕娟

今年，我第一次參與學校的水運會，這日天朗氣清真是很適合比賽。

當日，看見同學們積極的參賽，戰況激烈，真令我嘆為觀止！有些同學就算落

後了，亦不放棄，繼續餘下的賽程，這種不屈不撓的體育精神，真叫身為家長的我

們驕傲呢！香工同學，你係得嘅！

理事　何雪琴

說來慚愧，兒子在校讀了六年，身為家長的我

是第一次參加陸運會。

除了完成大家庭接力賽外，印象最深刻都是做

全校班旗的評判，要選出最優秀的班旗設計。一班

家長走到每班的位置，要同學們介紹自己班旗的特

色之處；家長一邊聽一邊提出問題，同學們便逐一

解釋清楚。老實說，他們的設計都這樣獨特，實在

是很難打分啊！經過認真思考終於作出決定，結果

出來和我選擇的一樣。哈哈，我的眼光不差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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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運會

陸運會

水運會水運會水運會
2014年9月25日

陸運會陸運會陸運會陸運會陸運會
2014年11月25日及12月4日



聯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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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歡會
2014年１２月１３日2014年１２月１３日

劉健新老師

剛過去的十二月中，家教會舉辦了一年一度的聖誕聯歡會，當

天參與者眾，大家渡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

當天下午，家長已回校準備食物，同學著手場地佈置，家長司

儀在台上對稿，各有各忙，但也是為聯歡會作好準備。

正式開始了，由我們香工的御用聖誕老人謝永超同學打響頭

炮，他總是最受歡迎的，一出場便有很多人找他拍照及拿禮物。家

長們也十分厲害，準備了很多禮物，希望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自助餐開始了，大家都很有秩序地取食物。多得不少家長的努

力預備，各人對食物的款式及味道都讚不絕口。接著是表演環節，想不到香工的老師、家長及同學都身

懷絕技，今年有搖搖表演，雜耍隊表演、笛子隊及家長獻唱，把聯歡會的氣氛帶到高潮。

最後，就是大合唱，同學們情緒也很高漲，一同上台合唱，場面既開心又溫馨。

活動結束後，在場的參加者都自動留下來清理場地、清洗餐具，把禮堂還原，很有一家人的感覺。

最後，十分感謝每位為聯歡會出力的人，特別是家教會的家長理事們，有他們的用心準備，才有這

個難忘的晚上。

聯歡會聯歡會聯歡會聯歡會聯歡會聯歡會



聯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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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歡會 聯絡　朱秀慧

廈門，一個對我來說頗親切的地方。不是因為我是廈

門人，而是從小到大身邊都有著很多廈門人；同學、鄰居

九成以上都是。近年常聽人說廈門有多文明、有多美，所

以一直有到訪這

被譽為「國際花

園城市」及「全

國十佳人居城

市」的念頭。

恰好，香港

港島及離島區家

長教師會聯會於

去年十二月舉辦了廈門考察交流團，由於我校家教會亦屬

成員之一，故本人和吳美蘭理事便有幸代表學校家教會，

參加了此趟旅程。

交流團一行29人，分別來自中聯辦、教育局的代表

和五區（離島、港島南、灣仔、港島東和港島西）的家教

會聯會成員。我們在這四日三夜的行程裡，拜訪了廈門市

教育局，參觀了廈門市實驗小學、廈門市双十中學、集美

大學等等。期間我們參加座談會，了解當地學校成立家長

委員會和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情況，互相交流兩地家校合

作的做法和經驗。當地學校的校長、主任、老師和家長代

表均非常熱情地款待我們，帶我們參觀校園，與國內家長

老師們交換心得，彼此認識，實在獲益良多。另外，廈門

市委統戰部蔡林娜副部長更設宴款待我們，讓豐富的廈門

美食和快樂的歡笑聲伴我們渡過一個難忘的晚上。

行程內更加插了參觀廈門古龍集團的醬文化園和遊覽

廈門不得不去的鼓浪嶼，團友們就在這環境優美，風和日

麗的美麗城市裡渡過了充實而愉快的四天，學習之餘也能

盡情玩樂，實在不枉此行！

廈門考察交流團 2014年12月10-13日

2014年１２月１３日2014年１２月１３日

劉健新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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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參與者眾，大家渡過了一個愉快的晚上。

當天下午，家長已回校準備食物，同學著手場地佈置，家長司

儀在台上對稿，各有各忙，但也是為聯歡會作好準備。

正式開始了，由我們香工的御用聖誕老人謝永超同學打響頭

炮，他總是最受歡迎的，一出場便有很多人找他拍照及拿禮物。家

長們也十分厲害，準備了很多禮物，希望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自助餐開始了，大家都很有秩序地取食物。多得不少家長的努

力預備，各人對食物的款式及味道都讚不絕口。接著是表演環節，想不到香工的老師、家長及同學都身

懷絕技，今年有搖搖表演，雜耍隊表演、笛子隊及家長獻唱，把聯歡會的氣氛帶到高潮。

最後，就是大合唱，同學們情緒也很高漲，一同上台合唱，場面既開心又溫馨。

活動結束後，在場的參加者都自動留下來清理場地、清洗餐具，把禮堂還原，很有一家人的感覺。

最後，十分感謝每位為聯歡會出力的人，特別是家教會的家長理事們，有他們的用心準備，才有這

個難忘的晚上。



副會長　吳淑芬

第七屆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就職禮於9月尾舉行，今屆

是歷來最多嘉賓和家長參與的一次，而且還加插了不少表

演，場面十分熱鬧。在眾多表演中，南聯合唱團的表演最

令人感動。南聯合唱團的成員是由不同學校的家長組成，

為了達到表演的最高水準，她們都付出了很多心機和時間

參與練習；為了有專業的隊形，團員都自掏荷包購買彩藍

的團服。到表演後，團員分享感受，我真心感受各團員都

已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表演，我相信下次的表演一定會更

加出色的！加油啊！南聯合唱團！

南區家教會聯會就職禮 2014年9月27日

秘書　陳惠玲

今年南區中學巡禮，我很高興能參與其中。在招待小六

學生的家長同時又體會到他們對學校的期望，希望選到一間可

以教好孩子的學校，也希望孩子能開心地讀書、快樂地成長。

當天，孩子們很踴躍地參與攤位遊戲，這些攤位是學

校的老師和同學們精心製作的，孩子們也玩得不願離開。

眼見家長和孩子們都帶著滿意的心情離開，也給我一份自

豪感。

南區中學巡禮 2014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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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由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及國際獅子總會中國

港澳三零三區主辦，並由十八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協辦的全港中學

生「升呢」大行動已完滿結束。

這個活動的目的是獎勵關懷別人、主動學習、自強不息及珍

惜資源等四方面有卓越表現的學生。參賽學生須先由就讀學校校

長提名，再由各區家教會聯會選出五名代表，即全港共九十名代

表。最後由中央評審團在九十位學生中，選出

十位「升呢之星」。所以最後獲選的十名「升

呢之星」，可以說是學生中的表表者。

在這個活動中，校長推薦了中六的學生蔡

俊杰同學為本校代表，而他亦不負眾望，經過

多輪的面試及挑戰，終於脫穎而出，成為最後

十名「升呢之星」之一；且於同年以優異成績

升讀中文大學工程系。我們實在以能培養出這

樣優秀的學生而感到光榮。

全港中學生升呢大行動頒獎典禮 2014年6月28日



學術　陳文珊

為讓家長了解青少年對自我認知的取捨，

及加強家校的合作，所以家教會舉辦了中一家

長茶聚。當日我們很高興邀請到潘銘智修士作

為講座的主持。

年青有為的潘修士是眾多學生及家長的

良師益友，他用滿懷關愛的心，為大家深入

淺出地講解男生的成長歷程。家教會亦特設

了一個溫馨茶聚，加強與會者彼此的認識，

氣氛相當融恰，願日後類似的活動都能得到

大家的支持。

2014年度畢業典禮 2014年11月28日

中一家長茶聚—講者：潘修士 2014年10月26日

義工禾場

「義工禾場」是一個到黃竹坑東華三院復康院探訪視障老人的親子活

動，本校有很多家長都樂意抽空參與，且不時還會帶同子女一同出席。透

過探訪能令子女了解更多視障老人的生活環境，學懂尊重及照顧有需要的

人，而親子之間亦能有更多溝通的話題，促進彼此交流。此活動會於每個

月第三個星期六舉行，

有興趣參與的家長或同

學，可以透過電郵與我

們聯絡，我們會有專人

回覆及作出安排。

陪院友打麻雀

煲腐竹白果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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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家長茶聚中一家長茶聚



編
輯
委
員
會
：
區
嘉
寧
，
林
嘉
儀
，
陳
文
珊

設
計
及
製
作
：
圖
文
印
刷
公
司　

插
圖
：
易
耀
威

8

569831247

384927561

217564893

648719352

193652478

725483619

871346925

936275184

452198736

8 5 9 3

1 8 7

5 4 6

6 9 7

4 5 3 6

1 7 2

9 6 3

4 8 2

2 7 4 1

上期數獨答案

數獨

（歡迎各級同學們投稿，可撰寫文章、小說或活動後的心得，字數
150至300字，一經刊登，家教會便送出禮品乙份，以示鼓勵。）

獎品：
頭獎一名—HK＄100書券一張

二獎二名—HK＄60書券一張

三獎三名—HK＄40書券一張

安慰獎十名—HK＄20書券一張猜中答案者如超過16名，

則以抽籤決定獲獎名次，遊戲獎於2015年3月31日截止，

結果於4月揭曉。

遊戲規則：
1） 為免利益衝突，設計遊戲的理事家屬及教職員不得參加。     

2） 每人每期只限參加一次。

3） 填寫答案必須使用會訊附上之參加表格方為有效

       (表格影印本有效)。

4） 請將參加表格投入本會設於禮堂會議室 門外的信箱內。   

學生姓名：                           班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