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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教會已服務了五年，有幸得到各位的支持，給我機會帶領團隊共同推動家校合作，匯聚家長資源，以協助學校發展，為
學生提供優質教育。

在過往的日子裏，本人感受到家校合作的重要，這有賴一眾無私的委員及家長義工的協助，我們舉辦了多元化的活動，凝聚
各位家長，彼此分享、互相勉勵。本人很高興和一班同心同行、充滿活力和熱誠的家委，共同見證了家校一心！喜見校園設施日
益完善，教學也更上一層樓，其間更深切體會了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的「三心兩意」。校長和老師不但很關心同學，希望他
們將來都成長為一個有自信心的人，更要有一顆感恩之心！校園洋溢的情意無限！而家校的同心同意，更令學校發展向前穩步邁
進。

在本學期進入尾聲。藉此，歡迎各位新加入的成員及向一班「老拍檔」問好。我們不論新舊，都是一羣有共同理念，上下一
心，全心全意地為學生付出，為促進家校合作及帶領學校發展盡一點心力的家長!

最後，希望各位家長多給予子女時間，細心聆聽和關懷他們，與學校多溝通、多參與家長教師會的活動，陪伴子女渡過精彩
的小學生活，建立正向的人生。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22：6）。大家互勉之。 

 主席陳德興先生

2019年7月

上學期頒獎禮

家長教師會於上學期頒獎禮送給六年級準畢業生金

豬錢箱，除了向畢業同學送上祝福外，更希望畢業同學

能愛惜光陰、發揮自己的潛能，將來能回饋社會及報答

母校的栽培。頒獎禮當天，亦頒發了品德進步獎獎座予

各班得獎的學生，鼓勵在品德方面有進步的學生。

表揚教師計劃

配合敬師運動委員會主辦的第二十四屆「表揚教師

計劃」，本校全體學生及教師積極投票，選出林婉瑩老

師及陳慧貞主任成為本學年的表揚教師，本校教師盡心

盡力培育每一位學生，春風化雨，值得表揚和加許。

主席的話

顧問：校監張明德神父、胡艷芬校長  編輯：呂劍華先生、陳慧貞主任

主席一家三口樂也融 主席陪伴女兒智茵成長！ 兩父女多温馨 主席經常出席學校的活動！
主席經常出席學校的活動！
主席經常出席學校的活動！
主席經常出席學校的活動！
主席經常出席學校的活動！

校監、胡校長、家教會主席及
執委與畢業生大合照

執委黃燕芳派發錢箱予
6A學生

家長教師會品德進步獎
(P.1-3得獎者)

家長教師會品德進步獎
(P.4-6得獎者)

家長教師會於上學期頒獎禮送給六年級準畢業生金

豬錢箱，除了向畢業同學送上祝福外，更希望畢業同學

能愛惜光陰、發揮自己的潛能，將來能回饋社會及報答

母校的栽培。頒獎禮當天，亦頒發了品德進步獎獎座予

主席經常出席學校的活動！

執委黃燕芳派發錢箱予主席陳德興先生派發錢箱
予畢業生

畢業同學收到金豬都
十分開心!

家校一心  凝聚力量  

                   全心全意  育人育才



學校於4月13日舉行一年一度的「學生才藝匯演」，超過250名同學參與，展現平日練習的成果，發揮潛能及提升自信心。本年度的節目百花齊放，不但有朗誦、中西樂器、舞蹈、跳繩、歌詠等，更有無人機表演，令家長和同學都感到耳目一新。而家長們看得非常投入，看到子女們的演出，都非常感動，在此衷心感謝學校的悉心栽培，老師付出時間和心血訓練學生。兩個小時的節目令人回味無窮，才藝匯演亦於一片熱鬧和歡樂的氣氛中結束。

第八屆家長教師會委員為期兩年的任期將滿，

各位執委為本會服務，默默付出，以下是他們的一

番心聲感言。希望各位家長繼續支持本會的活動，

一起努力培育孩子成長。

表演生與胡校長及家教會執委大合照

才藝匯演圓滿成功！

大提琴

花式跳繩隊充滿活力！

執委會本學年最後一次會議

歌詠團的歌聲繞樑三日

衷心感謝家長教師會

的執委家長和老師們，
大

家同心合力籌備各項活
動

及提出寶貴的意見，家
校

之間有良好合作和溝通
；

更感謝強大的愛心隊家
長

義工全力支持學校舉辦
各項活動，謝謝大家

啊！
副主席陳藹欣副校長

不經不覺已成為執委

接近兩年，感謝各家長
、

校方及同學的支持，希
望

大家努力下，同學能愉
快

地繼續學習。

  執委林毅敏先生(秘書)

光陰似箭，第八屆家長教師
會的兩年任期即將屆滿，感
謝各執委合作無間，全力以
赴，擔當作為家長與學校之
間橋樑的重要角色，讓家校
合作的精神得到進一步發

揮。請大家繼續支持家教會的工作，謝謝！

執委黃惠紅主任(秘書)

我在家教會負責愛心隊的工

作，好開心認識很多義工家

長，他們為學校無私的付出，

讓我很感動。感謝所有的義

工家長，希望大家以後繼續

支持學校！ 

執委蒙東曉女士(家長愛心隊)

時光飛逝，我參與家長教師會已有兩年。在這
兩年裏見到老師的努力，家長義工們的積極參

與，令學校的活動、會議都能
順利完成，實在令人感動。希
望來年老師、家長們繼續支持
學校、支持家長教師會。

執委曾運連女士(司庫)

不經不覺，本人
擔任第八屆家長
教師會委員的任
期將滿，這兩年
與各執委合作
無間，一起籌
辦各項活動，

一起商討校政，為培養學生成長而努
力，十分感動!期望家長們繼續支持
家長教師會的工作，積極參與家教會
的活動!

執委陳慧貞主任(宣傳)

轉眼間任職家教會執委已兩年，體會
到各執委同心協力為學生安排活各項
活動，衷心感謝大家!

執委馬秀賢老師

(聯誼)

很榮幸能成為家長教師會司庫的代表，為
家教會管好賬目，使賬目清晰。

多謝家長的參與，尤以購買活動禮物時，
不斷格價以善用一分一毫，感謝

家長們的付出。
執委趙文君老師(司庫)

藝學 匯生 演才

心 聲委 員

非洲鼓表演勁力十足！

從參與家教會工作中，感受到各家長委員的熱

誠，積極參與活動，衷心希望家長們能繼續支持

本會活動，謝謝!

執委李德燕老師(總務)



孫保祿修士基金得獎名單及心聲分享

上學期全班第一名、學業進步獎、體藝優異獎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1A 蔡昊謙 4A 姚芷彤

1B 葉晞桐 4B 彭泳霆

1C 袁駿燿 4C 吳俊宏

1D 姚梓駿 4D 梁穎欣

1E 陳逸弦 4E 鍾欣樺

2A 郭晞慧 5A 梁安愉

2B 聶以晴 5B 謝柏煜

2C 黃綺酑 5C 龍子鑫

2D 許卓朗 5D 張思惠

2E 郭曦淳 5E 吳柏霖

3A 馬希妤 6A 李逸彥

3B 蔡均妍 6B 鄭慧雅

3C 林芷溋 6C 陳靖嵐

3D 陳家俊 6D 譚仲琳

3E 謝天賜 6E 譚鈺婷

班別 學生姓名 班別 學生姓名

1A 周卓曦 4A 梁品淳

1B 劉子軒 4B 陳澤仁

1C 廖可嵐 4C 呂晉毅

1D 江梓鋒 4D 林苡蓁

1E 邱懷安 4E 馮曉悠

2A 徐紫晴 5A 吳梓鎬

2B 施家誠 5B 王麒銘

2C 馮樂瑤 5C 劉悅而

2D 李潁桐 5D 楊竣傑

2E 駱浩謙 5E 郭俊庭

3A 郭正熹 6A 貝文軒

3B 林柏言 6B 歐卓桁

3C 余嘉傑 6C 林巧晴

3D 陳漪穎 6D 林雅晴

3E 朱勵盈 6E 溫   悠

班別 學生姓名 獲獎組別 班別 學生姓名 獲獎組別

3E 陳濼希 口風琴 6B 呂栢瑜 欖球

4D 區皓駿 田徑 6B 譚栢泓 籃球

4E 鍾騏駿 乒乓球 6C 陳靖嵐 音樂劇

5A 梁安愉 游泳 6C 陳洇錡 中國舞

5A 梁甄倩 田徑 6C 黎輝霆 音樂劇

5B 曾康溢 田徑 6C 林婉婧 中國舞

5C 簡卓琳 田徑 6C 黃泓錦 花式跳繩

5C 林昕穎 古箏 6D 郭狄麟 排球

5C 曾宇君 手鐘 6D 梁凱閔 中國舞

5E 梁樂童 田徑 6D 謝嘉琪 歌詠

5E 吳子顥 田徑 6D 朱禮韜 籃球

6A 周進宏 足球 6E 郭文滔 小提琴

6A 李逸彥 藝術動起來 6E 梁家弘 田徑

6A 蘇家寶 欖球 6E 馬軒智 藝術蒙太奇

6B 梁愫妍 中國舞 6E 吳善渝 花式跳繩

孫保祿修士教育基金
全班第一名

孫保祿修士教育基金
 學業進步獎 

孫保祿修士教育基金
體藝優異獎

能夠獲得全班第一名，
我要感謝一直支

持我的老師和家人，他
們是我最強的後

盾。全靠老師們耐心教
導我，常解答我

的疑難，培養我成為一
個愛思考的人。

我的父母不僅幫我溫習
，還給予最大的

鼓勵。我一定會加以努
力讀書，全力爭

取更理想成績，考入心
儀中學，也不會

辜負家人和老師的期望!
  

6B鄭慧雅

我得到「學業進步獎」，令我深深體會
到努力是有回報的，是不會白費的。可
是，我也不會因此而驕傲，我會繼續努
力讀書，力爭上游。再次感謝孫保祿修
士教育基金頒這個學業進步獎給我。 

5D楊竣傑

自四年級開始，我便加入了田徑隊。我
是一名跳高的運動員，這是一項具挑戰
性的項目，需要勇氣、體力及技巧。在
觀塘分齡田徑比賽中，我的成績是1米
12，之後我不斷加緊練習，苦練「背
越式」，過程十分辛苦，但我沒有放
棄。最後，我在九東田徑比賽是以打
破自己的成績1米26奪得冠軍。我明白了「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的道理。每一次比賽，無論輸贏，我都吸收

到很多寶貴的經驗。最後，我要多謝「孫保祿修士教育

基金」、父母、老師和教練，我會繼續努力，再創佳績

的！

5B曾康溢(田徑)

感謝「孫保祿修士教育基金」設立「體藝優異獎」，鼓勵學生積極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發揮個人潛能。我藉此感謝黃俊蒿老師細心地教導我，使我學會了不同的繪畫技巧，讓我有機會參加不同的比賽及參觀，真是獲益良多。最後，我要感謝家人的支持，在繪畫上給予我意見，在遇到困難時幫助我，就是因為有你們，我才有幸得到這個獎項。我一定會好好利用這些獎學金，提高自己的水平，不會辜負你們對我的期望。

6E馬軒智(藝術蒙太奇)

我很榮幸獲得「體藝優異獎」，感
謝「孫保祿修士教育基金」設立了
這個獎項，推動更多同學發揮自己
的專長，令我們明白學業以外的各
方面都可以發光發熱。在訓練中，
難免會遇到一些挫折，但只要勇敢
面對，再大的障礙都可以跨過去!最後，我感激父
母對我的支持，也衷心感謝小提琴的張老師、譚老
師，一直鼓勵我在小提琴方面發展下去，我會繼續
努力的。

6E郭文滔(小提琴)

我非常感謝孫保祿修士教育基金，也感
謝老師的悉心教導，感謝家人一直支持
我，陪伴我。我能夠奪得學業進步獎，
都是師長的循循善誘和支持。這個獎對
我有重大的啟發，就是只要努力付出，
便會有好結果，「皇天不負有心人」呢! 

4E馮曉悠

我每天放學都用心做功課，也很努力溫習。我很開心得到「學業進步獎」，我以後會更加努力學習，爭取更好成績。

1B劉子軒

這次是我第一次拿到全班第一名，當我
知道獲得「孫保祿修士教育基金」這個
消息，我感動不已。在我努力之下，終
於得到回報了！我明白了有付出，一定
有收穫，果然「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
人」。我會加倍努力，在日後考試或測
驗再接再厲，再創佳績。

4B彭泳霆

全班第一名 學業進步獎 體藝優異獎

上學期全班第一名(P.1-3)

上學期學業進步獎(P.1-3)

體藝優異獎得獎同學與胡校長合照

上學期學業進步獎(P.4-6)上學期全班第一名(P.4-6)



2018-2019年度財務報告 (截至31/05/2019)

收入(HK$) 支出(HK$) 結餘(HK$)

2017-2018年度結餘 43,005.60

2018-2019年度會費 21,990.00

親子旅行收入 134,620.00

親子旅行支出 139,586.70

周年大會
（講員費及其他支出）

5,958.50

學童意外保險計劃保費 3,324.00

愛心隊保險保費 1,778.00

家長義工慶祝聖誕暨培訓活動 253.70

聖誕聯歡禮物 7,778.00

豬年錢箱 1,400.00

頒獎禮獎杯獎座 723.00

家教會會訊（第29期) 1,850.00

雜項 328.00

總數 156,610.00 162,979.90

2018-2019年度結餘  
(截至31/5/2019)

36,635.70

親家 子教 旅會 行

家長愛心隊
感謝各位家長愛心隊隊員在過往一

年的支持及付出，由

學期初的協助小一午膳，至學期末
，愛心隊隊員也風雨不改

地協助各項活動的進行，為了感謝
大家，我們在六月底舉行

家長愛心隊感謝日，希望各隊員踴
躍參加。另外新學年也會

招募新一批隊員，盼望各位積極參與
。

家校童喜動
賽馬會「家校童喜動計劃」為提升學生及家長之體能、基礎

動作技能表現及增加體能活動量，同時促進親子關係，讓家長和子

女一同享受運動的樂趣，於下學期舉辦了親子活動班、家長班及學

生活動班，深受家長及學生歡迎。希望大家都能在忙碌的生活中，

抽出時間，多做運動，活出健康、快樂的人生!

第八屆執委們大合照
大合照

體驗牛拉車 齊齊DIY

校長跟大家一起參觀冰雕館 開心燒烤

親子遊戲齊齊玩

招募新一批隊員，盼望各位積極參與
。

協助跳繩同樂日 協助數學角攤位

逢星期四也會見到他

她們-SUPER THUSDAY
數學角的義工每個星期三

也會來協助進行活動

家長活動班：爸爸媽媽
齊做運動，多健康!

親子活動班：家長和子女
齊運動

學生活動班：我們跑跑跳跳也不累!

結餘(HK$)

43,005.60

齊運動齊運動齊運動

親子班

媽媽和我一起做運動

今年的家教會親子旅行於2019年3月3日舉

行，師生家長共八百多人一起到大棠有機生態

園，非常熱鬧！當天早上還是大雨連連，幸好

到中午開始放晴，大家都在燒烤後參與不同的

活動，共度一個愉快而難忘的周末。期望下年

度的親子旅行大家繼續支持，積極參加！

執委齊為校長慶祝生日

最受歡迎吹泡泡
找個地方玩遊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