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一，左至右)：麥志豪副校長、黃漢榮副校長、甘納德校長、周積德先生、黎厚陞先生、鄭詩敏女士

(行二，左至右)：勞偉華先生、蘇淳清先生、張啟明先生、張潔美女士、馮慧珠老師、

 源迪恩助理副校長、鍾王婉霞助理副校長

第十八屆周年會員大會於二Ｏ一一年十月十五日舉行，大會選出新一屆委員會，名單及職務表列如下：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

委員 
張啟明先生(家長

)

 
張潔美女士(家長

)

 
李偉鴻先生(家長

)

 
勞偉華先生(家長

)

 
黃漢榮副校長

 
麥志豪副校長

 
源迪恩助理副校長

 
吳嘉欣老師

義務核數員 
梁建昌先生(家長

)

主席 鄭詩敏女士(家長
)

副主席 黎厚陞先
生(家長)

 甘納德校長

書記 蘇淳清先生(家長
)

副書記 馮慧珠老
師

司庫 周積德先生(家長
)

副司庫 鍾王婉霞
助理副校長



而這些資料可能成為不同企業在
招聘員工時的參考資料之一。因
此，學生應該多注意平常的網絡
言論和行為，避免因為過火和不
當的網上行為而失去受聘機會。

有賴家長和同學的熱烈支持和參與，工作坊在英皇書院

家教會主席黃偉青先生致辭後圓滿結束。相信各位參與者透

過這一天的活動皆獲益良多。

家長培訓工作坊
2011年7月9曰

2B家長 黎厚陞

聖保羅書院家教會與英皇書院家教會合辦的2011家長培
訓工作坊已於2011年7月9日舉行。本年工作坊的主題為「
如何善用互聯網」，希望透過此活動令家長和學生更能認識
互聯網的功用及其帶來的問題。活動由聖保羅書院家教會主
席梁天豪先生致歡迎詞揭幕，然後亦請來英皇書院的陳校長
和聖保羅書院的麥副校長分別致訓勉辭。

活動的第一部份請來創意通識聯盟的首席行政總裁呂詩
慧小姐為主講嘉賓，以輕鬆活潑的手法為大家講述時下年輕
人的上網習慣和形式。講者提出方法建議家長如何利用互聯
網跟子女分享知識；更重要的是，講者指出，家長應嘗試避
免讓子女沉溺於網上世界。另一方面，講者亦分享了通識教

育及平常教育子女的心得。

在活動的第二部份，來自西區警民關係組的蔡雪芳警長
為大家演講，讓大家對網上陷阱和危機有更深的認識。

講者提出了不少有關網上罪行的法例、個案及相對的

刑罰，如網上侵權、網上欺凌等。透過這個環節，

家長和學生都對各式各樣的網絡行為提高了警戒。

至於活動的最後一部份，則有智慧行者有限公司創辦

人關伯明先生為大家講解企業對個人資料的看法。

現今，不少個人資料都能透過網絡被公開，

中一家長黃昏茶敍
2011年9月10曰

1B家長 余國偉

從孩兒呱呱落地，做父母的就開始安排他(她)至少三
份之一人生的「上學旅程」。想一想，學前幼兒班→幼稚
園→小學→中學→甚至大學，另還有「必有用心」的補習策
略與興趣班，家長都在背後默默地支持。試問，做子女的
哪有一個不「感動」呢？！

中一年級家長日那天，我和太太抽空到小兒就讀的學
校，參加家長講座，了解兒子在校內學習與活動的情况，
家長們都知道小朋友打從小學轉「戰」中學，尤甚「中小」蛻
變「英中」其間的適應，祇有他們自己體會得最深。父母的
諒解、支持及從旁協助，給予正面教導之力量，有助他們
成長，免成為像溫室中的小花般。學生哥有的苦困，家長
何嘗未經歷過呢？孤寂的夜裏挑燈溫習的情境，仍記憶猶
新，歷歷在目。

家長們圍著圈子互吐心聲，口裏記掛兒子的苦惱，七嘴
八舌地說個不停，臉上着緊的神情，心底裡盤算學校給予學
生什麼的支持和學習模式，泛出對兒子「寵愛有加」的表態，
我⋯⋯又何嘗不是呢！老師循循善誘的教學，學校給予學生
自由、舒適的學習環境與風氣，實是學生們在學習及成長上
最大的支持。說起來在香港，哪有一個小朋友不是在「溫室」
中長大，要孩子早些學會自我照顧獨立，行嗎？難也！有父
母的庇蔭，誰肯捨棄？我們為人父母的，衹好盡力而為給子
女所需要的，免得他們長大後埋怨父母的不是。

活動圓滿結束，大家卻捨不得立刻離開，心底裡還希望
和校長、老師及家長再談個痛快，甚至是留守校園「陪太子
讀書」。可是，再想想，家長們，還是不要太過做「廿四孝父
母」，應稍放鬆下來，讓孩子自己行行吧！

1C家長 馮雪儀

實在很感謝家長教師會籌辦「中一家長黃昏茶敍」。當
我看到此通告時，便馬上通知丈夫那天不要出差，定必要一
起出席活動以了解兒子在學校的情況。

那天的安排真的非常細心：有豐富的食物及飲品招待家
長；到兒子課室與班主任及家長教師會代表交流；目睹兒子
在「自理龍虎榜」的排名⋯⋯最貼心是邀請同班出席的家長
留下聯繫資料，然後即場複印給各位，好讓家長可以在日後
互相聯絡。

透過此次活動，我們可以多了解兒子及其同學在班中的
表現、班主任及老師對學生的要求及期望，讓各家長可相互
配合， 達至「家校合作」。

在此，祝願家長教師會繼續籌辦更多活動，讓各家長及
學生可更快投入「聖保羅」 這個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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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家長 鄧沛儀

這次作為中一家長分享會的家長
組長，對活動，我用四個「最」字分享
我的感受： 

第一個最是「最深刻的對話」-----中
一班主任給我最深刻的印象不單是關心同學的成績，更關心
的是學生的品格培育、自理能力及時間管理，這是中一學生
的喜訊，也是家長最好的禮物。

第二個最是「最相同的擔心」-----每個家長也同樣放不下
或接受不到兒子不如過往，樂意分享校園生活。又不知他
們何時回家、有沒有測驗、功課及學習進度如何？和同學
相處又如何？他在做什麼、想什麼？很多很多的問號，但
又不知如何是好？這讓我回想起那年自己兒子升中一的時
候，擔心的事也類似。今天，自己已完全接受，明白這只
是一個過程，是兒子成長必經的階段，也是父母學習放手
及信任他們的階段。 

第三個最是「最細膩的關愛」-----有些家長分享他們和子
女相處之道，在乎關懷、愛護與信任，也屢試很多與兒子建
立關係的方法，如和他一同上FACKBOOK，多觀察兒子愛
玩電玩的原因，了解他們的想法。家長的愛子心切，在分享
中已深深吸引我，也佩服他們的心思及耐性。不過，說個秘
密給你們知道，這個角色多是爸爸擔任，我們做媽媽的要加
油了！可是，我會跟自己說，最重要是夫婦同心，用一個彼
此配搭的方法和子女一同成長。「彼此鼓勵」也是我和子女
一同成長的方式程式呢！

第四個最是「最感謝SPC」-----學校讓家長做義工，參與
學校的活動。每次參與學校舉辦的活動，都深深感受到學校
不只是草草完成活動吧了，而是校長、老師都從旁協助。當
家教會家長義工，讓我們有一個渠道踏進校園，和老師同心
完成每項活動。我覺得自己有福氣成為學校家長義工，了解
校內環境及情況，也是我做義工的意外收穫！希望不久的未
來，有更多家長參加這家長義工行列。



160周年校慶

展覽日
2011年11月12曰

4D家長 鄭詩敏

為了慶祝聖保羅書院160周年，學校於2011年11月12
日(星期六)舉辦了校慶展覽日。

當天，眾多的學生、家長及嘉賓均懷着愉快及興奮的
心情步入這幢外形古樸典雅，樓高十層的校園。

踏進校門，映入眼簾的便是門後幾個放滿了獎盃的
櫃子，這些都代表着聖保羅學生過去及現在為母校所作
出的努力。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聖保羅書院創校160周
年，歷屆畢業同學人才輩出，在各行各業中處決策和領
導地位，對社會貢獻良多。我們在展覽日可以欣賞這群
舊生們當年讀書的作品和相片，實在難能可貴！

再踏前數十步，便進入了位於四樓中央的禮堂，寬敞
的禮堂裏擺放着各式各樣風格不同的藝術作品，其中有木
製模型、陶瓷擺設及林林種種的面譜及椅子設計。除此之
外，還有一隻由數百隻小紙鶴砌成的大紙鶴，真的令人目
不暇給！

離開了禮堂後，便走進了各學科的展覽室，有地理、
經濟、聖經、數學、音樂、通識教育、綜合人文科、中文
科及歷史科等。每一學科的展覽都各有特色，有書本上的
知識，亦有詳盡的課外資料，更有嚴謹的實驗測試，還有
各同學耐心的講解，使各家長及來賓都獲益良多，大開眼
界！

之後便步入了操場，裏面豎立著很多不同的報告板，
展示了學生們年內的各樣課餘及校外活動。身為家長，我
真的感謝學校對學生的教導和栽培，讓學生開拓視野，在
不同的範疇上發展個人潛能和追求卓越。

在露天的操場裏，有童軍的表演，紅十字會的介紹及
由曲棍球校隊作示範。最後，不得不提的當然是全日最矚
目的節目，由學校足球代表隊與著名的天水圍飛馬足球隊
進行了一場精彩的友誼賽，而大家都為他們精湛的球技喝
釆鼓掌。

最後，我在此向各位老師及學生致意，不僅為他們在

今次的160周年校慶展覽活動中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還

為他們的團結而雀躍。今次的活動雖然圓滿結束，但我相

信各人都期待著另一次校慶展覽活動的來臨。

160周年校慶

音樂會
2011年10月26曰

4F家長 梁天豪

聖保羅書院160周年紀念音樂會是今年校慶活動的重
頭節目之一，音樂會於二○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假香港理
工大學舉行，表演分下午及晚上兩場。這次的紀念音樂會
在我兒子還就讀中三的時候(小兒現就讀中四)，校方已展
開籌備工作，真可說是製作經年，各位同學、老師和校友
都付出了心力，為這次音樂會作出貢獻。在學校經年累月
的薰陶下，聖保羅書院的學生都在一個充滿音樂的環境下
學習和成長，從今次音樂會的規模，學生和校友的演出，
我們不難看見聖保羅書院多年來對音樂的重視和投入，令
學生在音樂方面，有着持續而廣泛的發展空間。

當晚我們舉家出席，支持學校和兒子，甫一到埗，現
場冠蓋雲集，衣香鬢影，很多家長和校友都出席支持，有
些更專程從外地回港出席，這份心意，真的難能可貴。

節目由小學部和中學部的學生，聯同校友擔當演出，
小學部的同學粉墨登場表演《飛越童夢》，他們個個造型
獨特，打扮趣緻，把一首首耳熟能詳的金曲，送給現場的
觀眾，令我們重温昔日情懷。聖保羅校友的管弦樂團和合
唱團亦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大部份都畢業了一段日
子，各自在不同的領域上打拼，但這樣完全沒有影響他們
的默契和熟練，他們就像從沒有離開過學校一樣，與昔日
戰友，共譜精彩樂章，他們對學校的那份歸屬感，真令我
又感動，又佩服。最後的中學部音樂劇《歡樂福音》將全
晚的高潮推至頂峰，演員人數眾多，而且還有現場樂隊伴
奏，他們演繹細膩，時而情深款款，時而佻皮皮鬼馬，演
出者個個各自各精彩，這除了他們的演藝天份外，更必須
要有努力不懈的排演和老師悉心的指導。

最後謝幕的時候，一眾勞苦功高的台前幕後，一一
到台前接受觀眾掌聲的嘉許，看見台上人數眾多，場面
浩大，更令我驚嘆他們的統籌能力，看見大家都能做到上
下齊心，眾志成城，這實現了今次音樂會的主題《團結》。
雖然大家都為音樂會付出了不少辛勞和心血，但當你們看
見歡眾的反應和嘉許的時候，一切都是值得的。



陸運會親子接力賽
2011年12月9曰

1B家長 余國偉

十二月九日是學校陸運會决賽日，假灣仔運動
場舉行。天朗氣清，寒風凛然的早上，同學們準時
到場，參賽者更提早到場地做預備熱身。從同學們
臉上掛着既興奮又着緊的神情，就知道他們心底裡
必是想在這賽事勝出。親子接力2x100米賽跑，家
長們參與接力一環，我也因支持自己的兒子而參加
了。

賽事陸續完成，終於到了親子接力賽項目，
我和小兒站在賽跑道上，看着賽綫的齊整刻劃，
心想，很久也未落場跑過了。工作的繁忙，甚麼
沒有時間的藉口，加上斷續間之運動，真是有點
使人「氣餒」。不過，心想這是親子賽項，沒打緊
吧！支持兒子，支持學校和家教會的活動嘛。參
與其中，也可以了解及打聽到兒子在校內的情況，
感受校方為學生的德、智、體、群、美的成長而舉
辦活動的衷心。

司令員槍聲一響，我和兒子，以及各家長都悉
力以赴「應戰」，跑呀跑呀，跑出家長們對孩兒的
關愛，打從臉上泛起對下一代的希望，跑姿上透出
了對兒子的支持，真使我有點敬佩與共鳴。心想對
兒子做的事情和栽培不多，而有一些歉疚！賽事的
輸贏已不是心頭着緊的，反而是希望兒子感受到父
母的關懷、默默背後的支持呢。比賽中，學友們的
吶喊聲，夾雜着對同學的支持、認同和友情，甚至
對學校的歸屬感，這是我感受到的。親子賽事完成
後，家長們互吐心聲，我也感覺到大家很享受這次
親子的活動，老師們也珍惜與家長們的聚會，彼此
交談，能融入學校這個「大家庭」，倒是一樂也。

賽項的安排算是流暢，同學們的投入也盡情；
使我彷如時光倒流到中學時期的運動會⋯⋯那麼熟
悉的，回憶起自己做學生的時刻，銘記於心的同學
間之友情，正如某齣電影中的「那些年」喲。

1F家長 方少音

沒有想過孩子上了中學也可以和他一同參加賽跑。我覺得隨著孩
子日漸長大，能一起參與的活動也越來越少；所以毅然決定參加這項
比賽。

在這場親子賽跑比賽中，我們是唯一的中一親子隊，也是唯一的
母子隊；其他參賽的隊伍都是父子隊，有些甚至是老手(不是年紀，是
經驗，是賽跑高手)！平時只會作步行的我，除了盡力完成賽事，也希
望藉著這次的參與而更加了解孩子在參加學校活動時的表現。

本著志在參與的心態下，比賽也順利地完成了。後來，我問兒子
有關和媽媽參加比賽的感想，他說如果媽媽可以跑快一點就更好。他
的說話令我回想他當時接過我那根已被拋離了很遠的「尾棒」，但仍毫
不猶豫地盡力去完成比賽，沒有埋怨或是放棄，我覺得兒子這態度是
可嘉的。

此外，兒子於翌日在全港學界田徑賽中，参加了1500米賽跑。因
為他體型細小，也沒有把握和信心；只期望不要「包尾」。在他的毅
力拼搏下，終於在十多名參賽健兒中，取得「殿軍」；我對兒子的毅力
和體育精神感到鼓舞。我想起聖經腓立比書3:13「⋯⋯忘記背後努力
面前的，向着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
賞。」

❈❈❈❈❈❈❈❈❈❈❈❈❈❈❈❈❈❈❈❈❈❈❈❈❈❈❈❈❈❈❈❈❈❈❈❈❈❈

2A同學 周泳鋒

「有親子跑喔！參不參加好呢？」我倆考慮了一會兒，心裏都覺得
既然學校願意花時間舉辦這項活動，它亦能增進我倆感情，參加亦無
不可。之後我父就花了許多時間，調動自己的行程以配合這次賽事。

比賽當天，我父早就下場，在場邊拉筋，暖暖身子，而我就傻乎
乎的在紫檀社和同學談論這天的趣事，直到廣播着我的名字才回神過
來。我心想：「又有一場賽事。」開頭我心中戰意高昂，不過一路走
往田徑場上，不斷有朋友、教師，甚至不認識的人鼓勵我。我一下感
動了，明白這是我和父親兩人合作的短短幾十秒，而不只是比賽這麼
簡單。

「Ready！Set！Go！」各位參賽者都付出最大的努力，交棒了，
到我手接上。說也奇怪，我像進入了一個白茫茫的個人世界。啊！我
尋回了初次跑步的感覺、尋回了跑步的暢快、尋回了跑步的意義。說
時慢，那時快，我已跑到終點，獲得了亞軍。

登上頒獎台，我知道我獲得的不只是一面銀牌，還得到了一次美
好的經驗，最重要的是師兄弟、朋友們的鼓勵。不知我父知不知道我
的心情有多複雜，但是我倆都喜悅無限。

❈❈❈❈❈❈❈❈❈❈❈❈❈❈❈❈❈❈❈❈❈❈❈❈❈❈❈❈❈❈❈❈❈❈❈❈❈❈

2B家長 黎厚陞 

早前，獲得兒子的邀請，與兒子報名參加了一年一度陸運會中的
親子接力比賽。回想起，自從中學畢業後，已經多年沒有參與田徑比
賽了。幾十年後再戰，且跟兒子初次合作，帶給我一番新體驗。平常
的忙碌，生活的煩悶，在揮霍汗水以後一掃而空。看著兒子為比賽努
力而得到的成果，心中亦感安慰。另外，身為家教會的一員，亦聯同
其他家長一起組隊參與家長教師接力比賽，跟其他的家長和老師有一
次獨特的交流。寄望這次的交流能促進家長和教師的關係，讓以後的
合作更加順利。陸運會帶給我一次親子樂的體驗及跟其他家長、教師
交流的機會；來年若有時間，一定會提早作出準備，再次參與，爭取
更好的成績。



Principal’s Message

The College campus has certainly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 over the past six months. An extensive 
renovation programme was carried out during the summer 
break under the direction of Mr. Mak Chi Ho, Michael (Vice 
Principal) and Miss Karen Kwan (Project Manager). All 
exterior walls were repainted and the Pokfulam Road 
entrance, Lower Playground, Covered Playground, History 
Room and a General Purpose Room were upgraded.  The 
annual cycle of classroom renovation resulted in the Form 3 
rooms being renovated this year. In order to celebrate the 
many talents of our students we have broadened the range 
of student artwork displayed around the campus. The result 
is a more attractive school conducive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2011-2012 school year commenced with a staff 
complement of 95 teachers, 7 Teaching Assistants, 21 
Non-Teaching Staff and 20 Janitors. This number, the 
highest in the College’s history, reflected the needs of the 
double-cohort year and greater curriculum offerings within 
the NSS.

The global classroom tours conducted over the 
summer holiday were a great success. This year the boys 
participat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Study Tour to the 
United Kingdom, the Geography Tour to Iceland, the 
Discovery Art Tour to Taiwan, and the Archery Training Tour, 
Badminton Training Tour and Bowling Training Tour to 
Malaysia. Once again, we were indebted to the College 
Council for its generous and important role in supporting 
the Global Classroom Programme for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History was made on Monday, 11th and Tuesday, 12th 
July, 2011 when the Chapel Choir sang Choral Evensong 
at St. Paul’s Cathedral in London as part of our 16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According to the Cathedral 
records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a Hong Kong school 
choir had sung Evensong in this historic cathedral. The 

services were preceded by music play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s. We were told that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such instruments had been played in the cathedral. A 
“double first” for St. Paul’s!  However, the tour was much 
more than just an opportunity to sing in famous venues. It 
was a pilgrimage in which we touched base with our 
Anglican heritage, shared our faith through music and 
prayed for God’s blessing on our College as we entered our 
160th year.

The 160th Anniversary Concert, held on Wednesday, 
26th October, was a resounding success. Held at the 
Jockey Club Auditorium of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he matinee and evening performances were 
sold out.  Approximately 700 students from the College and 
Primary School, alumni and teachers were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event. A small group of 
students from St. Stephen’s Girls’ College kindly 
participated in the musical Godspell. Those who were able 
to attend were treated to a rich feast of musical talent with 
the Primary School arguably stealing the show with the 
musical The Wildest Dream.

The 160th Anniversary Exhibition, held on Saturday, 12th 
November, showcased the College at its best. An extensive 
display of student work was complemented by musical 
performances and sporting demonstrations. In addition, the 
160th Anniversary SPC Archery Club Inter-school Challenge 
was held at the new Ngau Chi Wan Park Archery Field in 
Kowloon. The boys were highly successful on the day 
taking out Overall Champion and securing many team and 
individual awards.

The annual Heritage Services, now in their fifth year, 
were held at St. Paul’s Church (for Form 1) and St. John’s 
Cathedral (for Form 2) in early November. The Revd. 
Catherine Graham (St. John’s) and the Revd. Christine Ho 
(St. Paul’s) kindly officiated at the respective churches.  The 
Heritage Services are an important means of explaining to 
the boys the College’s roots and close ties with the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Our boys have been extremely busy in many areas.  
The Chinese Instrumental Ensemble, the Wind Orchestra 
and individual performers played at the St. John’s 
Cathedral Michaelmas Fair. The annual Blood Donation 
Day, organised by our Youth Red Cross Unit, culminated in 
a record number of units of blood donated by students and 
teachers. Also very active over recent months have been 
the 10th Hong Kong Group with their investiture of new 
scouts and the Students' Association with their annual 
fund-raising Sponsored Walk from the College to the Peak.

I am sure that the second part of the school year will be 
equally as busy in all facets of College life!

John Kennard (Dr.)
Principal



This is my first Chairlady’s Message to members of the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of St. Paul’s College. It is with 
great pleasure to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as the 
Chairlady of the PTA this year.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deepest gratitude for the trust and confidence that my 
fellow committee members have placed in me.

PTA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bridging the 
relationship and strengthening the ties between the school 
and the parents. It is always our mission to bring the school 
and the parents closer together through the PTA events 
and activities. It is also our responsibility to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school and the parents as well 
as the parents ourselves. We all hope that we may convey 
positive messages and give valuable guidance to our boys 
to help them embrace new challenges and solve thorny 
problems.

One of the main channels of communicating with our 
members is by way of the newsletters which include the 
school Principal’s Message as well as the updates on 
fun-filled events and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the PTA. We do 
hope that more parents will send in their write-up sharing 
with us their insights relating to our boys’ upbringing and 
topics that are of interest to us as parents.

The feedback and views of our members are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TA. This 
year we strive to create a more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PTA and our 
members. We do encourage you to get in contact with us 
by sending an email to us at pta@spc.edu.hk. 

This year is the 160th Anniversary of St. Paul’s College. 
Apart from the PTA regular activities such as seminars and 
outings in March and April this year, we are going to have 
the 160th Anniversary Carnival scheduled on 11th February 
2012, Saturday. Do pencil in your diaries and join us in the 
upcoming activities and events! Please check out PTA 
circulars for more details.

I hope you will extend your full support to our PTA team 
and provide us with your invaluable views and suggestions 
which are certainly conducive to our organizing PTA 
activities. I as well as other committee members a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more of you in the forthcoming activities 
and events.

Message from the PTA Chairlady

活動預告 
160周年嘉年華  2012年2月11日（星期六）

家教會講座  2012年3月17日（星期六）
講者：張堅庭先生

親子旅行  2012年4月22日（星期日）

家長培訓工作坊  2012年7月7日（星期六）
講者：陳敏兒女士

With best wishes,

Lily Ch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