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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

　　大家好！感謝各位家長支持及信任，本人榮幸再次獲推選為第八屆

家長教師會主席，能繼續為學校服務，衷心感謝！

　　家長教師會的宗旨是加強家長與學校合作，成為家長與學校的

溝通平台，商討家校共同關心的事宜，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自成

為家教會的一份子，我與老師見面的機會增加不少，讓我更明瞭老

師的辛勞之處。尤其是家教會的教師委員，他們除了要應付日常的校

務工作之外，更要犧牲休息的時間為家教會服務，我在此十分感謝教

師委員們對本會的無私奉獻。另外，我更要感謝校長及學校各職員給

予本會各方面的配合及支持，使本會能夠順利進行及完成各項活動。

　　感恩，今屆有多位家長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一起為孩子們而付

出努力，讓我們的孩子在更美好的環境中學習，獲得優質的教育。還

記得當初我決定加入家教會這個大家庭，目的是希望實踐基督的愛，

去服務他人。「以身作則」讓孩子能夠在服務他人的過程中，學

習及明白待人處世的態度，不要計較眼前的利益得失，並瞭解

「施比受更為有福」的道理，這便是我最大的期望。

　　我相信只要大家能夠發揮互助的精神，校園會變得更融

洽和諧，並深信大家的熱誠和努力，一定可以感動到我們的

下一代，讓孩子們成為社會的棟樑。

　　最後，希望大家能繼續支持本會，踴躍參與我們舉辦的

活動。謝謝！

　　新一年，謹祝

家庭幸福，身心康泰！

主席陳美和女士

201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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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顧問	 胡艷芬校長

榮譽顧問	 王志德先生 ( 畢業生 6A王雪盈家長 )

	 羅志文先生 ( 畢業生 6C羅瑋藍家長 )

主席	 陳美和女士 (6A 盧悅情家長 )	

副主席	 陳德興先生 (4E 陳智茵家長 )	 陳藹欣副校長

秘書	 林毅敏先生 (1B 林霈知家長 )	 黃惠紅主任

司庫	 曾運連女士 (3E 黃栢謙家長 )	 趙文君老師

聯誼	 黃燕芳女士 (5A 蘇家寶家長 )	 馬秀賢老師

總務	 姜姵如女士 (1E 梁品嘉 3A梁品淳家長 )	 李德燕老師

宣傳	 呂劍華先生 (5B 呂栢瑜家長 )	 陳慧貞主任

家長愛心隊	 蒙東曉女士 (4F 朱軒銳家長 )	 袁燕禎姑娘

後排左起：蒙東曉女士　　黃惠紅主任　李德燕老師
　　　　　趙文君老師　　馬秀賢老師　袁燕禎姑娘
　　　　　陳藹欣副校長　陳慧貞主任　黃燕芳女士
　　　　　呂劍華先生
前排左起：曾運連女士　姜姵如女士　王志德先生
　　　　　陳德興先生　胡艷芬校長　陳美和女士
　　　　　羅志文先生　林毅敏先生

主席出席學校聾人節開幕禮，
宣揚天主教核心價值

全力支持子女
參與環保活動

主席喜歡與女
兒親親大自然 家教會的親子旅行少不了我的份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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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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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
1. 本學年共有多少位同學得到品德進步獎呢 ?

2. 第八屆家長教師會的委員共有多少人 ?

3. 愛心隊約有多少人 ?

家教會活動預告
2018 年 2 月 28 日：送贈金狗錢箱予畢業班

2018 年 3 月 4日：家教會親子旅行

2018 年 7 月：愛心隊感謝日

　　每年一度的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於 2017 年 11 月 25

日 ( 星期六 ) 舉行，共二百三十多位家長出席。我們先進

行了會員大會，主席報告了會務及財政狀況，並由胡校長

頒發感謝狀予第七屆執行委員及委任狀予第八屆執行委

員，象徵新舊執委正式交接。大會後，我們邀請了親子

教育專家杜蘊瑜醫生擔任講座嘉賓，講題為「做個至叻家

長」。杜醫生分享了兒童學習與情意發展的需要及家長與

子女溝通的心法，相信家長們一定滿載而歸。最後，壓軸

節目是精彩的學生表演，包括︰中文集誦、歌詠、英文獨

誦、英文集誦和花式跳繩，家長們不但投入欣賞節目，並

為子女拍照及拍攝，氣氛一片熱鬧。

胡校長致送感謝狀給第七屆執行委員 胡校長頒發委任狀給第八屆執行委員

家教會顧問羅先生及
王醫生、演講嘉賓杜醫生
及主席陳女士合照

胡校長、主席陳女士
致送感謝狀給杜醫生

英文集誦隊動作整齊合拍
由陳頴恩老師帶領下，

歌詠團唱出悅耳的歌聲

胡校長和跳繩隊擺出有
型姿勢

中文集誦隊聲線響亮悅耳

協助步行籌款
活動收款

在胡艷芬校長的率領下，
步行的隊伍浩浩蕩蕩地出發了。

主席、顧問、胡校長及
一眾參加者來到終點了，真高興 !

主席及一眾嘉賓精神抖擻，
率先出發 !

家教會主席陳美和女士、顧問王志德醫生及
羅志文先生、執委陳德興先生出席開幕禮，
在大家的歡呼聲中，親子步行活動開始了 !

55 周年步行籌款活動
　　學校為了慶祝學校創校五十五周年及遷校十五周年，於 2017 年 10 月 1

日 ( 星期日 ) 舉行了「葡萄枝樹主內栽　五十五載育英才」親子步行活動。

當天，家長教師會主席陳美和女士、顧問王志德醫生及羅志文先生、執委陳

德興先生應邀出席，並與胡艷芬校長及一眾嘉賓起舉行簡單而隆重的開步

禮，一起揭曉籌款數字，場面非常熱鬧。開步禮後，校長帶領嘉賓、學生、

家長及校友浩浩蕩蕩從學校出發，步行至觀塘海濱長廊。沿途上，喜見大家

滿帶笑容，有說有笑，親子間互有溝通。抵達目的地後，各位參加者都在郵

輪碼頭對岸拍攝大合照，而活動在充滿溫馨及歡笑聲中圓滿結束。

　　本學年家長愛心隊成員超過 110 人，愛心隊在上學

期協助校內各個活動，包括：小一午膳、秋季旅行、戶

外學習日、家長教師會選舉點票、行籌款及親子旅行收

款及抽籤等工作等，感謝各位家長義工的協助及付出。

另外，愛心隊參與了建立團隊精神的訓練及製作聖誕小

手工工作坊。下學期，我們會繼續協助學校不同的活動，

並舉辦不同的培訓活動，希望令家長義工更投入及讓同

學可以享受更美好的校園生活。

旅行日與學生
一同玩遊戲

義工姨姨和我們一
起參加戶外學習

謝謝姨姨的幫忙，我們可以吃飯了

排排坐，愛心隊
姨姨協助英文伴讀

家長愛心隊

2017-2018 年度
家教會周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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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芷欣﹕

　　恭喜你獲得上學期
品德進步獎。

我真為你感到很高興
。看着你慢慢

長大，開始懂事。你學
會了好好照

顧妹妹、學會了認真
做功課、學會

了尊重師長、學會了
和同學和睦相

處……	所有一切都讓
媽媽很欣慰。

同時也要感謝老師和學
校的教導，讓

我在小女的成長道路上
充滿了信心。

　　希望在新的一年
裏，我親愛的

蕭芷欣健康快樂。學業
上繼續努力，

取得更好成績。
愛你的媽媽

　　　　　　親愛的艾
莉﹕

　　恭喜你獲得學校頒
發品德進

步獎項，我感到非常高
興，亦感

激學校的教導，令女兒
進步非凡。

　　艾莉，自從你升上
小學後，

開始變得獨立和主動。
不論在學

習或品德的方面，也不
用父母費

心。你要繼續努力加油
！並且成

為妹妹的好榜樣，以身
作則，懂

得愛惜身邊的人和事。
每天都開

心地成長，將來成為一
個有貢獻

的人。
愛你的媽媽

親愛的紀嵐﹕

　　恭喜妳！！！個人
品德比成

績更重要。媽咪知道妳
是善良、

為人設想、又懂得關心
別人的孩

子。現在也得到老師的
認同，媽

咪也替妳高興！

　　希望妳能保持這
顆有愛的

心，每天也開開心心！

愛你的媽咪
2A 李艾莉 2B 吳卓灝 2C 蕭芷欣

2D 區紀嵐 2E 盧柏曦

2017-2018 品德進步獎
親愛的凱蕎﹕

　　自從妳上學後看着
妳每天的

成長及進步，爸爸媽媽
都感覺到

很欣慰。在未來的日子
，仍然要

抱着助人為快樂之本的
原則。

　　好好跟同學相處，
相親相愛；

跟校長 / 老師好好學習
，尊師重

道。期待見到妳更精彩
的人生。

愛你的爸爸媽媽

親愛的囡囡都祈蒑﹕

　　很感恩祈蒑獲得各
位老師、

各位家長及各位同學認
同妳的品

德。多謝各位的讚賞和
鼓勵。希

望妳繼續努力，得到更
多認同。

愛你的爸爸及媽咪上

2018 年 1 月

親愛的樂之﹕

　　很高興你適應小學
的校園生

活，能夠每天在校學習
，與同學

一起成長是十分寶貴的
經歷。

　　請繼續努力，做一
個健康、

懂感恩、努力學習的孩
子。爸爸

媽媽會永遠支持你的！

愛你的爸爸

1A 馮凱蕎 1B 鄭心瑤 1C 都祈蒑

1D 翁沚瑩 1E 黃樂之

親愛的敬峰﹕

　　從小姑媽教導你﹕
人這一生能力有限，但

努力無限，努力做一個
善良的人。做一個心態

陽光及積極向上的人，
用正能量激發自己及感

染身邊的朋友。你要一
輩子記住﹕看人長處、

幫人難處、記人好處。
做事千萬別為難別人。

只要堅持信念、找對平
台、跟對人、懂得感恩

，

誠信為人，尊師重道，
夢想終會成真。獲得「

品

德進步獎」證明每一份
堅持都是成功的累積，

只要相信自己，總會遇
到驚喜。每一種生活都

有各自各的軌跡。”記
得肯定自己、不要輕言

放棄。人生必然美好。
”

愛你的姑媽

親愛的女兒燁蓉﹕

　　很對不起，一直
以

來媽媽為了生活而奔波
，

對於你的學習沒怎麼
過

問，也沒有陪伴的時間
。

這次你透過自己的努力
，

獲得學校頒發的進步獎
，

我很開心！希望你能
保

持下去，用心讀書，
為

自己的未來塗上繽紛
色

彩！
愛你的媽媽

親愛的子熙﹕

　　感恩能成為陪伴

你一起成長的伙伴。

看見你待人處事一天

天的進步，培養了良

好的品格，我們非常

高興。希望你繼續謙

卑善良，爸媽會一直

支持你的。

愛你的爸媽6A 郭啟謙 6B 姚采兒 6C 梁燁蓉

6D 吳敬峰 6E 羅子熙

親愛的璐菁﹕
　　得知妳獲得品德進步
獎。爸爸媽媽為妳的進步
而感到自豪。首先要感恩
學校和老師，對你耐心教
導和悉心栽培。希望你能
夠一如既往虛心學習，做
一個有愛心，懂感恩的人。

愛你的爸爸媽媽

4A 叶政思 4B 劉浚而 4C 鄭楚縈
4D 陳朗裕 4E 葉璐菁 4F 陳靖宇

親愛的劉浚而﹕
　　這次你得到的品德進步獎，爸爸和媽媽都替你高興和驕傲，我們時常教育你要以禮待人，你已經明白此道理也已經長大了。另外，我們也要多謝都教過浚而的老師們，多謝你們令浚而慢慢的成長起來，今次得獎也是老師的功勞，我們相信她會做得更好。

愛你的爸爸，媽媽

親愛的陳靖宇﹕
　　這學期你各方面並不
是那麼突出，但爸爸相信
你是個很有潛力的孩子。
你的勤奮努力就會學到更
多的知識。希望你再接再
厲，做得更好。

愛你的爸爸

親愛的焯然﹕

　　昨晚看見老師親手
寫給你的字條，說

推薦你獲得「品德進步
獎」，還替你打氣，

要你繼續努力，加油！
看畢媽媽真的替你

高興。你知道嗎﹖品德
和學業成績不同之

處，在於只要你用心學
習，上課留心聽老

師講解，成績自然不會
太差。但品德不同，

沒有課堂可上，只能從
日常生活中一點一

滴慢慢地培養出來，「
品學兼優」也是品

德先行呢！

　　希望你繼續努力，
能成為一名品學兼

優的好學生。爸媽以你
為榮啊！

愛你的爸媽

親愛的喻喻﹕

　　得悉妳獲得品德進
步獎，媽媽十分高興。

這

個獎同時也說明了，只
要妳有付出努力，老師

一

定知道的。正如媽媽知
道妳一樣。希望妳繼續

堅

持「每天放學後自覺獨
立完成功課」的良好習

慣，

讓主動學習成為妳終身
的好習慣。當然，如果

可

以繼續在學習之餘幫我
做你力所能及的家務，

那

也是受益的！媽媽在此
也想對妳說﹕「謝謝妳

！」

　　在以後的日子裡，
我們一起努力吧！

愛你的媽媽

親愛的乙玄﹕

　　很高興你可以拿到
品

德進步獎，媽媽感到好
欣

慰。雖然你仍然有不足
，

但是媽媽見到你努力改
進

你的不足，媽媽希望你
在

今後的學習路上，你可
以

更加明確自己的目標，
朝

着目標努力。不要害怕
困

難，迎難而上。所有的
困

難都會因為你的努力求
真

而迎刃而解的。

愛你的媽媽

5A 韋焯然 5B 譚泓 5C 唐乙玄

5D 符茜喻 5E 邱梓榆

親愛的浚希﹕
　　我們恭喜你獲得品德進步獎，實在令我們感到非常喜悅和欣慰。爸媽在此希望你繼續努力，培養堅強的意志，做到「勝不驕，敗不餒」，克服困難，做一個開心、自信

的好學生。爸媽知道走
向成功之路，對你來說
是一條艱辛的路。但是
請不要害怕，因為你有
悉心教導你的老師們，
還有細心呵護你的爸
媽，陪伴着你。我們一
起努力吧！

愛你的爸爸，媽媽

親愛的寶貝彩沂﹕
　　很高興知道你能夠獲得品德
進步獎，雖然成績不是進步很多，
但不緊要，只要知道你已盡咗努
力，我已經好開心。希望嚟緊無
論在小測、評估或功課上，仍然
有進步的空間，永遠在你身邊支
持你的媽媽，繼續努力！

愛你的媽媽

親愛的希浚﹕
　　這次是您第二次得到品德進步獎了，很替你高興。代表了您在學校有努力學習之餘亦有注意自己的品行。希望您能保持這份精神，以品學兼優為目標。我們和您一起去達成！加油！

愛你的爸爸和媽媽

3A 陳祥熙 3B 劉希浚 3C 黎卓珈
3D 陳彩沂 3E 吳浚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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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心聲

陳慧貞主任 ( 宣傳 )

　　家長教師會一直積極支持學

校，是我們的好伙伴。我很高興

可以加入家長教師會，期望透過

會務與家長們增加溝通，大家攜

手合作，為我們的孩子提供一個

更理想、更愉快的學習環境。

黃惠紅主任 ( 秘書 )

　　家長教師會是家校之間的重要溝通

橋樑，為家長和教師提供更多交流的機

會。身為當中的執委，我們每一位都會

竭盡所能，衷誠合作，共同培育孩子邁

向更美好的明天。

馬秀賢老師 ( 聯誼 )

　　學生的成長就像培育幼苗，在讚許

中長大的孩子，懂得欣賞；在接納和友

愛中長大的孩子，滿有愛心。有幸成為

家教會執委教師代表，期望家校合作，

為學生的校園生活加添色彩。

2016-2017年度家長教師會財務報告 (截止25-11-2017)

進項 (HK$) 支出 (HK$) 結餘 (HK$)

2015-2016 年度結餘 59,555.30

2016-2017 年度會費 14,700.00	

2016-2017 年度家校合作活動津貼 ( 經常津貼 ) 5,267.00	

第二類別 : 家校合作活動津貼 ( 活動一 )	 5,000.00

親子旅行收入 136,420.00	

親子旅行支出 141,464.90	

第二類別 : 家校合作活動津貼 ( 活動二 )	 5,000.00

週年大會（講員費及其他支出） 5,205.80	

學童意外保險計劃保費 3,268.00	

愛心隊保險保費 1,120.00	

聖誕聯歡禮物 8,174.00

雞年錢箱 1,500.00

交齊功課書券 6,000.00

愛心隊感謝日 3,439.90	

家教會會訊（第 23 及 24 期 ) 4,000.00

雜項 1,967.10	

2016-2017 年度總數 166,387.00 176,139.70

2016-2017 年度結餘 49,802.60

曾運連女士 ( 司庫 )

　　很感激各家長及同學的寶貴一票，讓我有幸

加入家長教師會的大家庭，感受到各執委和老師

們的默契。我們由張羅聖誕禮物、親子旅行禮物

至小六同學的畢業禮物，真可用「快、狠、準」

來形容。由衷可見「家校合作」是多麼的重要。

呂劍華先生 ( 宣傳 )

　　今年很榮幸成為家教會

的一份子，讓我欣賞到各家

教會委員推動會務時那份熱

誠及積極，充分發揮學校合

作精神，令我十分感動。

蒙東曉女士 ( 家長愛心隊 )

　　感謝大家的支持，我會

和大家一起繼續支持學校，

幫助學生們成長，讓學生們

在更美好的校園裡快樂地學

習和健康地成長。

黃燕芳女士 ( 聯誼 )

　　多謝大家投我一票 ! 很

高興能再次成為家教會執

委，能為大家服務是我的光

榮，希望能成為學校和家長

之間的橋樑，大家緊密合作。

姜姵如女士 ( 總務 )

　　今年擔任總務一職，首

項任務是選購聖誕禮物包，

背後的多番篩選、考慮，令

我學到「事不經過不知難」

的寶貴經驗。

考考你答案：1.31　　2.18　　3.110

陳藹欣副校長 ( 副主席 )

　　我在家教會擔任過不同的崗

位，體會到家長積極參與對學校

十分重要。學校大小活動，都得

到家長的參與、支持和協助，大

家齊心出力，家校攜手，培育小

孩子成長，是很美麗的圖畫。

陳德興先生 ( 副主席 )

　　我參與家教會執委轉眼間已有三

載，家教會是家長與學校互相溝通的

關鍵渠道，家教會每項活動均得到家

長熱心參與和學校支持，實是難能可

貴。我希望家校合一的精神，我們可

以共同延續發揚下去。

林毅敏先生 ( 秘書 )

　　很高興得到家長支持成

為執委，我希望能反映各家

長心聲之餘，亦希望同學能

在老師及家長努力下愉快及

有動力地學習。

李德燕老師 ( 總務 )

　　家教會每年都為學生舉辦不同的

活動，受到全校師生及家長的歡迎。

本年我有幸能成為家教會執委，希望

未來兩年合作愉快，令會務蒸蒸日上。

袁燕禎姑娘 ( 家長愛心隊 )

　　很高興可以成為家長教師會的一份子，本

屆我可以繼續和我的好夥伴蒙曉東女士一起合

作，推動家長愛心隊的工作，希望各位繼續支

持我們的工作，讓更多同學及家長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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