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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天主帶領，讓我在本校家長教師會服務，時光

飛逝，轉眼間，已經六年了。在此，我衷心感謝兩位顧

問王志德醫生及羅志文先生、胡校長、各位老師、家長、

執委及家長義工的厚愛，讓我有機會奉獻自己，為家長

教師會服務。我很珍惜每次參予會務的機會，這是天主

賜予我的福氣。

2018年是本校55周年校慶暨遷校15周年，我非常榮幸有份參予感恩慶典，回顧學校的點點滴滴，見證學校豐盛的成果。

除了學生們的學業成績、課外活動獎項，校舍不斷完善，老師教學質素的保證，令本校的名聲在區內家長們心中都有高度平

價。小女悦情能在這裏完成小學階段，我心感欣慰。

隨著小女畢業，亦是我完成家教會主席及家長校董職責的時候。

在過去的日子，我當過派飯姨姨、故事媽媽，亦協助舉辦攤位活動，

擔任運動會裁判，直至成為家長教師會主席一職，非常感恩。在參

與這些活動及會議中，我能與家長及老師彼此交流，互相合作，促

進家校合作，真使我獲益良多 !

在此，本人期盼各家長們繼續參與本會所舉辦的各項活動，因

為有你們的支持及積極參與，才能發揮家校合作精神，將家長教師

會的價值，得以薪火相傳。

最後，祝願家長教師會各執委會工作順利，成果豐盈。祝願各位家長生活愉快，身心健康，家庭和諧，子女成材。

願天主降福你們 !

家教會主席及家長校董

陳美和女士

2018 年 7

2018 年 3 月 4 日是一年一度家教會親子旅行

的大日子，共有 268 家庭，合共 830 人一起參與，

非常熱鬧 ! 今年的旅行地點是天水圍綠田園燒烤樂

園，各家庭都在園內參與不同的活動，有魔術表演、

撈金魚、手動艇、滑草、玩高橋等，玩個痛快。當

天最受歡迎的活動就是燒烤，大家一邊享受美味的

食物，一邊談笑，樂聚天倫，共度了一個愉快而難

忘的周末。期望下年度的親子旅行大家繼續支持，

積極參加 !

薪 相感 惜恩 福
火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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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期盼天主教五大核
心價值永在大家的心中 家教合作，主席和校長合作無間

悅情送上母親節
禮物，主席甜在
心頭

主席和女兒一如以
往支持親子旅行

主席一家三口
樂聚天倫

家教會執委齊齊
支持親子旅行

適逢胡校長生日，大家為她舉
辦了一個迷你生日會 !

綠田園燒烤樂園
大合照

綠田園燒烤樂園大合照
小朋友們開開

心心玩滑草

我會駕駛手動艇，多厲害 !齊齊玩高
橋

家教會親子旅行

席 的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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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最受歡迎的活動就是燒烤，大家一邊享受美味的

食物，一邊談笑，樂聚天倫，共度了一個愉快而難

忘的周末。期望下年度的親子旅行大家繼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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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執委齊齊
支持親子旅行



本學年已接近尾聲，感謝家長愛心隊隊員在過往一年的付出，特

別是在四月份舉行的運動會，接近60位的義工協助各個不同的崗位，

今期通訊你們便可以見到我們精神抖擻的大合照。本學年，故事媽媽

也有機會入課室實習了，跟小朋友說故事。另外，要特別感謝愛心隊

協助六年級專題研習「家有一寶」的社區活動，當天天氣雖然炎熱，

但沒有影響家長們落力協助，實在非常感激你們。

新一年度家長愛心隊又快將招募隊員，希望你們也可加入我們的

行列，為學校及孩子們出一分力。

1. 曾主任帶領足球隊奪得哪個比賽的冠軍?

2. 主席陳美和女士加入家長教師會多少年?

3. 親子旅行參加的總人數共有多少人?

2017-1018「孫保祿修士教育基金計劃」得獎感言

孫保祿修士教育基金計劃
班別 全班第一名 學業進步獎

1A 李淑晴 曾朗悅

1B 郭晞慧 葉慧霖

1C 郭曦淳 胡婧喬

1D 廖俊琋 陳泳嘉

1E 簡綽樺 羅僖莜

2A 謝天賜 董晞彤

2B 馬希妤 何澤德

2C 林曜霆 李曉盈

2D 黃穎欣 陳梓晴

2E 盧柏曦 陳漪穎

3A 姚芷彤 陳祥熙

3B 陳鈞淘 陳長樂

3C 余文杰 周雅瑩

3D 吳俊宏 李俊毅

3E 梁穎欣 馮曉悠

4A 梁安愉 吳晁榕

4B 吳柏霖 羅樂兒

4C 龍子鑫 郭皓揚

4D 李卓朗 杜進文

4E 張思惠 王語詩

4F 朱軒銳 朱軒銳

5A 李逸彥 關振慶

5B 鄭慧雅 歐卓桁

5C 陳靖嵐 林巧晴

5D 謝嘉琪 周裕珊

5E 譚鈺婷 李晶兒

6A 余瑋深 盧悅情

6B 羅栢希 林煜坤

6C 楊少敏 曾宇歡

6D 蔡佩峰 黃卓逸

6E 鄭宇軒 彭永康

長愛心家 隊

樂玩中華 六年級專題研習「家有
一寶」社區活動

故事媽媽

很高興能獲得學業進步
獎。藉著這個獎項，不單提
升了自信心，還會提醒自己
以後要再加倍努力，好好學
習。 謝謝老師們和家人一直
耐心的教導。

首先非常感謝校長及各位老師對手語雙語教育的鼎力
支持及對聾生的細心教導，尤其是中大老師無比耐心地指導
及照顧，讓我能在這充滿溫暖愛心的環境，皇天不負苦心
人，讓我這次的評估能夠獲得進步獎，期望能夠持續努力不
懈，做到每天溫習老師當天教導的進度，提早為考試做好充
分的準備，以期成績能更上一層樓。

我很開心今次得到「孫保祿修士
教育基金」的學業進步獎。這是我從
沒期望會得到的。因為是我上次測驗
成績不好，因我懶散和驕傲，沒有好
好學習和溫習，所以成績下滑。後來
經過老師和父母的教導和鼓勵下，我
下定決心要去努力學習。所以這一次
的測驗有所進步，不會讓老師和父母
失望。謝謝。

我得知自己得獎後，十分
高

興，我感謝老師細心教導，
令我成

績進步。我也十分感謝我的
家人，

感謝他們鼓勵我，叫我不要
放棄。

我多謝「孫保祿修士教育基
金」的

獎勵，令我對自己有信心。
我承諾

會繼續努力，獲得好成績。

多謝孫保祿修士教育
基金、校長、老師和家長。
我感到很開心；想要令學習
進步就要努力學習，用功學
習。我上課很用心。在功課
指導課時寫功課，回家看英
文書。

我得知我得獎時，我
的感受是非常

驚喜。因為這次是我
第三次得這個獎。

多謝孫保祿修士教育
基金的鼓勵，多謝

父母及師長用心良苦
地教導我。上課時

寫筆記是我提升成績
其中一個方法。我

會繼續提升成績，令
學業進步，不會辜

負老師對我的期望。

能夠得到這個獎，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沒想過自己能夠連續三年都能獲
得這個獎，我真的要感謝師長耐心的
教導。

我的學習心得是在測評前提早兩
至三個星期溫習，不會臨急抱佛腳的，
相信這是爭取好成績的原因之一。

3A姚芷彤

我很開心得到「孫保祿
修士教育基金」的全班第一
名，感謝孫保祿修士教育基
金的鼓勵，特別感謝老師、
爸爸和媽媽對我的諄諄教導，
我會繼續努力學好各科知識，
爭取下次再考得第一名。

第一次拿到第一名，我感到
很驚喜。我要感謝老師和孫保祿
修士教育基金的支持和鼓勵。我
還要感謝父母，他們很有耐心地
教導我。我得獎後不會自滿，因
為俗語有云﹕「驕傲使人落後，
謙虛使人進步。」我會繼續努力的。

在老師的教導下，我努力讀書
和溫習，才獲得全班第一，我覺得
很高興。我相信「一分耕耘，一分
收穫」，平時只要在課堂上專心聆
聽老師的教導，回家後努力溫習，
便能獲得成功。我會以這句說話作
為我日後做人處事的宗旨。多謝「孫
保祿修士教育基金」給我的鼓勵。

4F朱軒悅 5E譚鈺婷 6D蔡佩峰

我很高興得到全班第一
名，我想多謝孫保祿修士教育
基金的鼓勵，也多謝我的父母
及師長的鼓勵和支持，雖然我
今次成績優秀，但是我還會繼
續努力，不會驕傲的 !

多謝孫保祿修士教育基
金的鼓勵，在此感謝我的爸
媽細心的照顧和家人的支持，
也要感謝班主任和科任老師，
我會繼續努力學習，聽從老
師的教導和愛護同學，感謝
天主 !

2A謝天賜
1A李淑晴

1E羅僖莜

4A吳晁榕

2D陳梓晴

5C林巧晴

3B陳長樂

6A盧悅情

學業進步獎 (P
.1-3) 學業進步獎 (P.4-6)

上學期全班第
一名 (P.1-3)

上學期全班第一名 (P.4-6)

上學期全班第一名

 學業進步獎

收入 支出 結餘
2017-18年度結餘 (截至25/11/2017)  49,802.60
2017-18 年度會費 14,640.00
週年大會講員費及其他支出 5,011.50
親子旅行 129,500.00 134,183.00
學童意外保險計劃保費  3,288.00
 愛心隊保險 (127 人 ) 1,778.00
聖誕聯歡禮物 8,099.50
金色 QQ狗錢箱 1,400.00
家教會會訊 ( 第 27 期 ) 1,800.00
2017-18 年度總數 ( 截至 31/5/2018) 144,140.00 155,560.00
2017-18 年度結餘 ( 截至 31/5/2018) 38,382.60

2017-2018 年度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 ( 截至 31/5/2018)

*2018 年 5 月 31 日的銀行戶口結餘為 $38,3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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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校長、家長和學生在簡介會中大合照
大家齊齊做 sit-up

5C 梁鈞喻 ( 直笛 )
我非常感謝「孫

保祿修士教育基金」頒
發這個獎給我。我想多
謝一直都十分支持我參
加直笛小組的家人。即
使我練習的笛聲十分吵

耳，他們都忍耐着，還有我想多謝
我的隊友，他們經常提點我，讓我
做得更好。最後，我想感謝勞苦功
高的譚英敏老師，她不厭其煩地找
出我的錯處及細心教導我，真是令
我既尊敬又敬佩的一位老師。我一
定會繼續努力，做到最好，不讓師
長和家人失望。

6C 呂柏潤 ( 足球 )
我很榮幸可以獲得孫保祿修士教育基金所頒發的獎學金，

同時亦大大鼓勵了我在足球方面的發展。我要感謝父母對我
的栽培及付出，同時亦很感激教練對我細心的栽培和循循善
誘的教導，令我的足球技術提升了。加入足球隊，令我獲益
良多，大開眼界。同時，我亦學會面對困難，因為足球講求
團隊合作，與隊友之間的意見不合時有發生，但我明白應尋

求解決辦法，建立默契，這樣才能爭取勝利。此外，比賽中必定有輸有贏，
贏了固然開心，但落敗了要學會反思自己的不足及問題所在，不能把原因歸
咎於其他方面。今後我會善用這筆獎學金，例如參加不同的訓練課程等，提
升我在足球方面的表現。

6C 楊少敏 ( 中國舞 )
當我知道獲得體藝優異獎時，我喜出望外，百感交集，千

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首先，我要感謝孫保祿修士教育基金的
鼓勵，讓我感受到一份真誠的勉勵和祝福，令我更有上進心。
我要感謝負責舞蹈組的劉慧玲老師和崔馨儷老師，謝謝老師對
我的信任，還提名我獲獎，我覺得自己成了一位幸運兒，內心
感到無比的自豪。雖然我快畢業了，但我仍很懷念在舞蹈組的

美好時光，儘管我們跳得不好，老師還是會悉心和耐心地教導我們，因此我一
定會更加努力，讓自己做得更好。此外，我亦感謝我的家人，他們無微不至地
照顧我，有時我留校跳舞後回家，累得上氣不接下氣，也有想過放棄，可是他
們在我身邊默默支持，鼓勵我，勸我不要半途而廢，要堅持，所以每當我想放
棄時，都會想起他們對我的鼓勵與期望，讓我更有勇氣繼續走下去。最後，我
要再次感謝各位老師給予我這次寶貴的機會，也感謝孫保祿修士教育基金的嘉
許。希望在來年我升上中學時，也能再有如此難得的機會，再接再厲，更上一
層樓。謝謝！

6D 吳健林 ( 音樂劇 )
我 今 次 得 到

「孫保祿修士教育
基金」體藝優異獎
感到很高興。我明
白到一分耕耘一分
收穫的含意，只要
有付出，就會有收
穫。在練習過程

中，雖然付出了時間和體力，但是
讓我明白到音樂劇的技巧。很感謝
老師的教導和父母的支持，讓我能
在舞台上有勇氣展現自己，在表演
過程中，同學們和我一起發揮團體
精神，贏得比賽。以後我會繼續努
力，征服困難，不會因為挫折而放
棄，而是因挫折而努力，養成不屈
不撓的精神。在這裏，我深深感謝
導師父母和夥伴們的支持和合作，
讓我能成功。

6D 姚芷晴 ( 花式跳繩 )
首先我很

感謝孫保祿修
士教育基金給
我這個獎項，
我 感 到 很 榮
幸。當我知道
自己獲得這個

獎項時，我非常高興，這幾年
的努力真的沒有白費啊!我很感
謝花式跳繩隊的負責老師陳慧
貞主任、王綺琪老師和家人的
支持，我才能獲得這個獎項，
衷心感謝他們！我還記得三年
級剛剛進入花式跳繩隊時，我
甚麼都不懂。經過老師的悉心
栽培，我現在學會了不同的花
式。最後，再次感謝孫保祿修
士基金給予我機會，讓我提升
自信心，能在我的小學生涯中
畫上完美的句號。

本學年，學校參與由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工程學院、香
港科技大學工學院及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聯同香港賽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舉辦一項為期五年的學校體育計劃，名為「家
校童喜動」，目標是透過家校合作及利用電子科技產品，推動全
面及多元化的學校與家庭健康教育，增強學童的運動意識和實踐
能力，協助建立活躍健康的生活模式。

在3月26日，透過簡介會，介紹計劃的詳情，並讓家長學生
一同試玩遊戲及各項測試，大家都非常踴躍。下學期5-6月期間，
各舉辦了兩組的家長活動班及親子活動班，十分受歡迎。相信做
運動的小種子已埋在各人的心中，大家都向健康大步邁進。

6A 李鈊悠 ( 手語歌 )
我要多謝孫

保祿修士教育基
金的鼓勵，還要感
謝父母在我比賽
時專誠前來支持
我。蔡碧玲老師的

栽培就是我的動力，這份動力
令我在練習時遇上困難時，變
成了推動力。我很開心在手語
歌比賽中和隊友一起獲得優異
獎，我十分感激老師和同學的
鼓勵。我一定會好好善用這獎
學金，會繼續努力學習手語。

6B 高芷瑩 ( 田徑 )
當我知道自己有幸

獲得「孫保祿修士教育
基金」頒發給我的「體
藝優異獎」，我真感到
十分榮幸和開心，更令
我明白了「一分耕耘，

一分收獲」。我十分感謝陳慧貞主任
在我三年級跑步比賽中發掘了我的才
能，更推薦我參加田徑隊。在田徑訓
練中有甜也有苦，「甜」是代表在各
項比賽中得到好成績，更認識了很多
志同道合的同學，同學之間互相鼓
勵，彼此看着大家進步；「苦」是代
表在訓練期間遇到不同的挫折，但我
也會對自己說：「堅持就是勝利！」
不管訓練期間有多辛苦，我也會咬緊
牙關，因為我知道—流下的每一滴
汗水，都代表我的堅持。自從加入了
田徑隊，我十分努力練習，也參加了
不同的比賽，我還記得第一次接觸接
力，覺得很有趣，看着師兄師姐們在
各項比賽中各展所長，發光發亮，非
常羡慕。我也十分感謝紀教練和汪
教練的悉心栽培，令我把潛能通通發
掘出來。我最難忘的是在2016年觀
塘區分齡田徑比賽中獲得1冠2季的成
績，在4 x 100的比賽中還破了大會紀
錄! 我感到十分光榮，因為我是田徑
隊的一員。六年過去了，即將要升上
中學，但我也不會忘記紀教練、汪教
練、陳主任及唐老師的教導，這個獎
對我來說是十分珍貴的。「山高高
不過意志，石硬硬不過決心。」我相
信只要有決心，沒有甚麼事是我做不
到的。

體 優 獎藝 異
孫保祿修士教育基金計劃

「體藝優異獎」
班別 得獎學生 得獎組別

3E 區皓駿 田徑

4E 簡卓琳 田徑

5C 凌嘉汶 田徑

5C 梁鈞喻 直笛

5C 陳逸龍 田徑

5D 朱禮韜 花式跳繩

5D 吳凱彤 田徑

5D 陳朝湋 乒乓球

6A 叶政德 排球

6A 李鈊悠 手語歌

6A 林浠兒 國畫

6A 彭琬淋 小小藝術家

6B 司徒佩姗 中國舞

6B 石詩韻 花式跳繩

6B 吳依霖 中國舞

6B 高芷瑩 田徑

6C 呂柏潤 足球

6C 林曉茵 中國舞

6C 莫嘉興 田徑

6C 楊少敏 中國舞

6D 何倬汶 音樂劇

6D 吳健林 音樂劇

6D 姚芷晴 花式跳繩

6E 余欣蔚 中國舞

6E 李樂軒 歌詠

6E 張寶雲 手鐘

6E 陳穎妍 中國舞

6E 彭永康 排球

6E 羅子熙 足球

6E 羅珈曦 中國舞

家
本學年，學校參與由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工程學院、香

校
本學年，學校參與由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工程學院、香本學年，學校參與由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工程學院、香

童喜動

導師父母和夥伴們的支持和合作，



家長教師會執委積極參與學校活

動，於2018年1月26日參與創校55周年

暨遷校15周年感恩祭，與嘉賓們及師生

同頌主恩，見證學校努力的成果。家教

會特意送上一盆美麗的蘭花，祝賀學校

桃李滿門。

家長教師會於上學期頒獎禮頒發「品德進步獎」，並送給每位六年級準畢業生一個金狗錢箱，

期望他們珍惜光陰，養成儲蓄的習慣，好好發揮自己的才能，將來能回饋社會及母校的栽培。

一年一

度的學校運

動會，怎會少了家長們的份兒。六十多位家長義

工在4月26日的大清早便精神奕奕來到九龍灣運動

場，協助比賽項目的裁判工作。部份家長更參與

一、二年級親子遊戲及師生家長接力賽等，一同做

運動，舒展筋骨，渡過一個愉快又健康的上午。

第三屆家長校董選舉已於2018年6月1日順利進行投票，由1E班梁品

嘉、3A班梁品淳家長姜珮如女士以最高票當選家長校董，2B班林逸禮家

長林天助先生以第二高票當選家長校董(替代)。

曾振成主任於1983年在聖若翰天主教小學任教，為聖若翰服務了35年，熱心教學，為學生、為學校奉獻上自己最珍貴的青春。曾主

任熱愛足球，多年來訓練足球校隊，培養了不少愛好足球的學生，他更帶領球隊於2014-2015年度勇奪九龍東區校際足球比賽冠軍，成

績令人鼓舞。本學年，曾主任在「表揚教師計劃」中獲得學生及家長投票中最高的票數，獲得表揚教師獎，可見曾主任一直深受學生及

家長的愛戴。

本學年，在同事和學生心中的「眾人爸爸」榮休了，我們都捨不得他。曾主任常常說：「最緊要Happy!」我們會永記心中的！在

此，送上我們最真摯的祝福，祝願曾主任身體健康，退休生活愉快！

下學期家教會活動
花絮

創校 55 周年暨遷校 15 周年感恩
祭家教會執委會合照

家長義工全力支持學校
第八屆運動會

家長校董選舉
，大家都積極

投票
點票完畢，主席記下各家長校董參選者的票數。

家長踴躍參與運動會
師生家長接力賽

親子遊戲非常熱鬧啊 !

家教會贈送金狗錢箱給六年級準畢業生

創校 55 周年暨遷校 15 周年感恩祭聚餐

校監、胡校長及全體行
政主任

祝福曾主任退休生活愉快
!

2014-2015 九東足球比賽奪得

冠軍的一刻，曾主任非常激動啊 !

曾主任，你令我們都愛上踢足球啊 !

曾主任與冠軍隊員大合照
曾主任在感恩祭中從夏志誠
主教中領取長期服務獎 !

胡校長親臨球場支持曾主任及足球隊 !

曾主任，謝謝您
對體育組的貢獻

!

考考你答案：

1. 九東區校際足球比賽      2. 830人      3. 6年

嘉、3A班梁品淳家長姜珮如女士以最高票當選家長校董，2B班林逸禮家

長林天助先生以第二高票當選家長校董(替代)。

曾振成主任於1983年在聖若翰天主教小學任教，為聖若翰服務了35年，熱心教學，為學生、為學校奉獻上自己最珍貴的青春。曾主

曾振成主任榮休

曾主任與冠軍隊員大合照曾主任與冠軍隊員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