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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江小學
家長教師會通訊

會址：香港鰂魚涌康怡花園康盛街十四號
電話：二八八四四七七五

二零一七年五月　第二十四期

鍾振文校長

走在前線，與時並進—STEM教育發揮滬江同學的潛能

　　STEM 是指什麼？ STEM 是代表科學 (Science)、

科 技 (Technology)、 工 程 (Engineering) 及 數 學

(Mathematics) 各英文譯寫的首字母縮略詞。推動 STEM

教育是配合全球的教育趨勢，目的是裝備學生應對社

會及全球因急速的經濟、科學及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轉

變和挑戰。在香港現行的課程中，STEM 教育是透過科

學、科技及數學教育來推動。就 2015 年《施政報告》

所述，教育局將更新及強化科學、科技及數學課程和

學習活動，並加強師資培訓，讓中小學生充分發揮創

意潛能。

　　究竟滬江小學的同學能否綜合和應用不同範疇的

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從而發揮他們的創意潛能呢？

　　答案是肯定的！因為滬江的同學能力高，走在最

前，學得最好。滬江小學已於早年推行具有 STEM 元

素的校本課程：例如一年級「自製吉他」、二年級「神

奇動力車」、三年級「電子積木課程」、四年級「雞

蛋降落傘」、五年級「自製望遠鏡」及六年級「水火

箭」。這些課程為學生提供更多學習活動，讓學生能

有效地結合科學、科技與數學知識，運用和發揮探究、

協作和解難能力，發展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培養創

意、創新甚至創業精神。讀活書，活讀書，讀書活，

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我們希望學生能靈活變通，迎

接未來各種挑戰和機遇。

　　透過這些課程，老師們更可從中尋找有潛質的學

生，進行拔尖，並於「多元智能課」中發展資優教育

課程。教育的使命在於為不同能力的學生提供機會，

讓他們發揮個人潛能。資優學生的能力較高，透過課

堂內外的活動及培訓，從而啟發他們，使不同資優面

的學生在學習、社交及情緒等各方面都得到培育，能

於過程中快樂成長。

分享學習成果—科技童樂嘉年華

　　學校於本年一月十五日舉行「科技童樂嘉年華」，

同學於當天把自己所學的成果，與外界分享，並獲得

一致好評。希望同學們日後能藉 STEM 教育，發揮創

新精神，將學習知識隨時應用及連結於日常生活上。

我期望今次「科技童樂嘉年華」後，除了讓老師汲取

更多寶貴的經驗外，更能進一步引發學生對科學、科

技及數學的興趣及創新意念，營造跨學科的學習文化；

幫助滬江小學的學生奠定在 STEM 相關領域發展的良

好基礎，為香港的未來科學、科技的發展開展更光輝

的一頁。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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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師主席 林凱主 席 的 話
　　在加入家教會這個大家庭前，並沒有想過它會帶給我許多新的經驗和經歷，

不管是苦或樂，我都一一欣然面對及感恩遇上了它們 !

　　猶記得初次真正接觸家教會，是小兒小一報名參加家教會旅行，但由於報

名情況踴躍，故只可望「車」輕嘆! 到了學期末時，新一屆家教會在招募理事時，

我在看著該報名表，想著究竟家教會是幹什麼工作的 ? 於是在不知就裏下，幸

福地進入了家教會理事會這個大家庭 !

　　第一次會議氣氛比想像中嚴肅及緊張，因為內裏沒有一位家長是我認識的 ! 

當時主持會議的是當屆主席 梁儉威先生，還有滬江的標誌 - 黃校長 ! 面對著這

個組合，誰會不緊張？ ! 這一屆我被分配到「活動組」，負責講座等活動，慶

幸獲梁主席安排參與該屆畢業晚宴，令我獲益良多，對我之後策劃畢業晚宴，

有很大的幫助 !

　　真正的挑戰由第二年開始，當年我與另一位副主席負責籌辦畢業晚宴。本來只是畢業晚宴，在籌辦上不會

有太大問題，但因當年正值黃校長退休，所以我們便要策劃一個非一般的晚宴了。在策劃的過程中，雖有很多

新的構思和想法，但因種種原因不能實現。由邀請嘉賓、節目編排、場景佈置以至座位編排，在宴會前幾天，

仍不斷地修改。

　　最緊張的時刻，是開場時間到了，但仍有很多家長和同學在排隊登記，結果晚宴延遲了約卅分鐘才開始。

當時我們要立刻更改節目編排，取消及縮短部份遊戲，才按時完成整個晚宴。過程雖然辛苦，但看見畢業生、

家長及黃校長等的笑臉時，一切都是值得的 !

　　到了在家教會的第三個年頭，感激理事們的支持和信任，令我可以擔當主席一職。適逢鍾校長剛上任，令

整個理事會有著很大的轉變。尤記得鍾校長在第一次會議上，已提出不用太嚴肅，會議可以輕鬆一些。這個提

議反而令我要時間去適應，因過往兩年的理事會會議都是比較嚴肅的，而我在其他社區會議上，面對的是不同

政府官員、區議員及地區人士等，所以要會議輕鬆而有效率地進行，對我而言，實在要一點時間去調節。

　　到了第四年，很榮幸地可以連任主席一職，為了讓家教會及同學們可持續發展，當年訂立了以「關愛」為

主題的工作目標。在構思以關愛為主題的活動時，發現原來之前我們並沒有協助過任何賣旗活動。於是在機緣

巧合之下，我們踏出了「第一步」。記得賣旗當天，我們冒著嚴寒的天氣，在地鐵站外站了兩、三個小時，但

最終能順利完成的那份喜悅，一切的付出也是值得的 !

　　同年，在鍾校長的提議下，我們第一次成立家長義工隊，但義工隊仍有很多發展空間，可為家教會提供更

大的幫助及支援。

　　到了今屆，我們繼續以「關愛」為主題，提供更加多樣的社會服務，讓同學了解更多課本以外的社會實況，

當中包括賣旗、送暖探訪、工作坊及協助盆菜宴等工作。活動完成後，我們會作出檢討，讓未來能安排更合適

的活動。我發現安排和出席這些社會服務，跟旅行等很不同，會特別感到高興，因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士及擴

闊孩子們的眼界。

　　除了舉辦不同活動外，我們亦會擔當家長和校方溝通的橋樑，在會章及可行範圍內，協助處理一些家長的

意見及投訴，如更改時間表、更新課程、膳食問題及校服安排等。當中有些個案不容易處理，尤幸家長們及校

方的互諒，令事情最終得以順利解決。

　　除了參與家教會旳工作外，我亦曾當過一屆家長校董。決定參與校董會工作的原因是想了解它的工作，和

家長校董一向很少與家教會溝通的原因。經過一年的任期，發現校董會和家教會性質很不同，各有各的工作範

圍和職能，而校董會有一套保密協議，所以才會出現家長校董比較少機會與家教會聯繫的情況。完成了一年任

期後，我便沒有再參選。有家長問我原因，這是因為我覺得家教會的工作比較適合我，我想將多些時間放在家

教會上，而校董會則應該留給一些更合適的家長去參與，相得益彰。

　　總結這五年的家教會服務，我實在很感激與我共事過的家長理事、鍾校長、黃校長、李副校長、馮副校長、

教師理事及家長們的支持、意見批評及幫助，這一切都豐富了我的人生經驗。今年是小兒畢業之年，亦是本人

家教會畢業之時 ! 希望藉此拙文，能讓各位更加了解家教會的工作和樂趣，踴躍參與理事會的工作和活動。

　　「一切隨緣、有始有終」，祝各位幸福美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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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師主席 林凱會 務 報 告
　　一年很快便過去，又是現屆理事會即將缷任的日子，亦是出版新一期家教會通訊出版的日子，藉此為大家

總結過去一年家教會的工作。

　　本屆共有 464 個家庭成為家教會會員，佔總家庭數量超過八成，比率和上年相若。

　　一如往年，今年我們繼續為家長及學生們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當中大致可分為康樂及活動兩大類，分別

由兩位副主席帶領的「康樂組」和「活動組」負責統籌。

　　今年「活動組」為我們籌備了「香海正覺蓮社 - 安老服務」賣旗，雖然當時正值考試前夕，但參與人數仍

超出預期。講座方面，今年在校方協助下，提供的講座更趨多元化，包括提升學習動機、資優問題、健康飲食、

親子溝通技巧及正向思考，涵蓋範圍之廣為歷年之冠。透過這些講座，家長更能掌握孩子成長所需。

　　由於上年度的關愛活動深受家長及學生的歡迎，今年的關愛活動更加多樣化，令同學們可親身體驗不同類

型的義務工作。「關愛動員」義務工作坊—講者分享了義務工作的重要性及義務工作時要注意的事項，令大

家更易掌握做義務工作時應有的技巧；而隨後的「2016 聖誕盆菜宴」，讓同學們體驗安排一個活動的流程及

人力資源安排之重要性。提到關愛活動，當中不可不提的是與香港循道衛理中心合辦「關愛長者送暖大行動

2017」。同學及家長被安排帶同之前由家長贈送的物資探訪獨居老人，親手將關懐和愛心，送贈他人。在送暖

物資收集行動當中，跟往年一樣，無論數量和種類，均超出我們的預期，本會在此向所有送贈物資及出席探訪

獨居老人的家長及同學，表示萬二分謝意 !

　　至於家長義工隊方面，今年亦繼續招募家長義工，亦舉辦了家長義工新春燒烤聚會，以增進彼此認識和溝

通。

　　康樂活動方面，本年度的「鳳坑家樂徑錦田樂園燒烤親子旅行」 錄得六百多人參與，場面極之熱鬧，大家

渡過了愉快的一天 ! 至於畢業晚宴，相關的籌辦工作亦已展開，相信會跟過往一樣，為畢業生們帶來一個難忘

的晚上 !

　　此外，本年度「飛躍進步獎」及「傑出學生獎」作出修改，增設了每級「最傑出學生獎」，以激勵同學們

積極求進的精神。

　　至於會務方面，由於本會會章由成立之初，沿用至今二十多年，隨著活動的發展及資訊科技發達等因素，

本會於今年 2 月的會議中，作出修改會章的討論，並於 3 月呈交法團校董會審批及通過。新修訂的會章，於本

屆理事會任期屆滿後實施，而新一屆家長教師會須選出九位家長理事以成立理事會。

　　總結今年的工作，由活動類型至家長和同學的參與程度，已達到預期目標。我們會汲取當中經驗，將成功

之處繼續發展、不足之處加以改正。當中各項活動得以順行舉行，實有賴各位家長、同學、家長義工、校長、

老師、校方同工及理事會各人的支持和幫助，本人在此向各位衷心感謝 !

　　最後謹祝 新一屆理事會會務順利，各位身心康泰 !

21-5-2016

　　本校家教會於 2016 年 5 月 21 日 ( 星期六 ) 下午二時正在本校禮堂舉行「2015/2016 年度週年會員大會」；

並即席依章通過選舉 2016/2017 年度理事會理事名單。

　　期間頒發「傑出學生獎」、「飛躍進步獎」等多個獎項，更由本校學生作多項表演節目，會後更準備豐富的

茶點招待各家長及學生。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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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滬江小學家長教師會於2007年設立「傑出學生獎」和「飛躍進步獎」兩個獎項，以鼓勵學生作全面發展。「傑

出學生獎」是獎勵在學科成績、體、藝、操行、服務等範疇，均有持久性學習及卓越表現的學生；而「飛躍進步獎」

是獎勵於學科及操行等各方面成績均有明顯進步的學生。由 2014-15 年開始，更增加可獲獎的人數，以期鼓勵

更多的同學。

第27屆(2016-2017) 家長教師會理事委員

主　席：林凱先生

副主席：陳偉倫先生、劉芷汶女士

司　庫：鄧盈慧女士

秘　書：黃善誼女士、胡文慧女士、楊凱珊女士

康　樂：鄧國基先生、柯伯雄先生、吳筱碧女士、施建琼女士

活　動：黃小燕女士、陳凱健先生、許曦桐女士、俞珊女士

聯　絡：陳寶玲女士、羅慧峰女士

司　庫：李雁群副校長

秘　書：胡詠敏老師

康　樂：梁思敏姑娘、嚴思宇老師

活　動：黃文穎老師、鄧慕儀老師

聯　絡：梁詠慈老師

6A 黃衍臻、6B 萬家盈、6C 戴晴兒、

6D 朱倬言、5A 鄒家銘、5B 吳卓頤、

5C 吳彥浩、5D 李卓謙、4A 吳嘉傑、

4B 梁文峰、4C 吳君浩、4D 黎悅芯、

3A 廖柏鉉、3B 黃焯堯、3C 朱家雋、

3D 梁以晴、2A 何柏烺、2B 李栩賢、

2C 周曉儀、2D 陳斯博、1A 許晴然、

1B 陳采嵐、1C 林子徐、1D 李鎬揚

6A 駱詠禧、5D 林婉晞、4B 朱殷昊、

3C 陳肇峰、2C 陳彥霖、1A 陳惠喬

家 長 理 事 委 員教 師 理 事 委 員

飛 躍 進 步 狀 傑 出 學 生

2015-2016年度
家長教師會「傑出學生獎」和「飛躍進步獎」得獎名單

　　滬江小學家長教師會於 2009 年設立「家教會活動獎勵計劃」，以表揚及獎勵該年度曾代表學校出外表演或

參加校外比賽的學生。

　　本年度 (2015-2016 年 ) 的頒獎禮於 2016 年 6 月底在校內禮堂舉行，獲嘉許的學生約有三百多人。

家 教 會 「 活 動 獎 勵 計 劃 」 頒 獎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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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滬江小學已於 2008 年 8 月 25 日正式成立法團

校董會，根據章程規定，須進行家長校董選舉。本

年度選舉詳情如下：

【一】選舉主任：李雁群副校長

【二】家長校董任期：一年 (2017 年 2 月 27 日至

2018 年 2 月 26 日 )

【三】選舉程序：

1. 提名截止日期： 2016 年 10 月 18 日 ( 星期二 )

2. 投票日期 ：2016 年 11 月 3 日 ( 星期四 )

3. 投票地點 ：滬江小學操場

4. 協助投票工作：李雁群副校長、劉芷汶女士、

　俞　珊女士、黃小燕女士

5. 投票方式 ：a. 學生的父 / 母 / 監護人都擁有均等

的投票權

b. 投票當日家長將選票對摺好，由

子女帶回學校放入投票箱。

6. 點票地點 ：滬江小學會議室

7. 點票時間 ：投票當日下午四時正

8. 監　　票 ： 李雁群副校長、林頌齡先生、

　　　　　　  涂虹女士、林　凱先生、

　　　　　　  俞　珊女士、黃小燕女士

9. 點票結果 ：1. 林頌齡  111 票

 2. 王琦波 38 票

 3. 吳曉靈 172 票

 4. 郭潤江 44 票

 5. 王靖雯 51 票

 6. 涂　虹 26 票

 　廢　票 19 票

10. 選舉結果：吳曉靈女士獲提名註冊為「家長校

董」，林頌齡先生獲提名註冊為「替

代家長校董」。

「2016—2017年度
滬江小學法團校董會家長
校董選舉」

2016-2017(第二十七屆) 
家教會全年主要活動
項目

活動名稱 舉行日期

1. 會員大會暨 16—17 年度
(第二十七屆 )理事委員就職禮

2016 年 5 月 21 日 （星期六）

2. 父親節及母親節活動 2016 年 5 月及 6月

3. 2016 畢業聯歡晚餐 2016 年 6 月 18 日  ( 星期六 )

4.2015-2016 家教會
 「活動獎勵計劃」頒獎禮

2016 年 6 月底

5.「香海正覺蓮社 - 安老服務」
   賣旗

2016 年 10 月 15 日 （星期六）

6. 滬江小學「法團校董會」
   家長校董選舉

2016 年 11 月 3 日 （星期四）

7.「鳳坑家樂徑 錦田樂園
   燒烤親子樂悠遊」

2016 年 11 月 12 日 （星期六）

8.「向上游：激發潛能與提升學
   習動機」家長講座 - 張笑容
   女士

2016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六）

9. 義務工作坊「關愛動員」
   - 陳小荃 女士

2016 年 12 月 3 日 （星期六）

10.「關愛動員」聖誕千人盆菜宴 2016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六）

11.「關愛長者送暖大行動 2017」
    送暖物資收集

2017 年 1 月 9 日 ( 星期一 ) 至
1 月 11 日 ( 星期三 )

12.「關愛長者送暖大行動 2017」 2017 年 1 月 14 日  ( 星期六 )

13. 家長義工隊燒烤同樂日 2017 年 2 月 16 日（星期四）

14.「資優基本法」講座 - 
    香港資優學苑

2017 年 2 月 18 日  ( 星期六 )

15.「提升學生情緒智能，加強生 
    命成長韌力」家長講座

2017 年 3 月 7 日（星期二）

16.「透過故事培育正向思考」
    家長講座 - 菜姨姨

2017 年 3 月 8 日（星期三）

17.「提升親子溝通技巧」
    家長講座 - 麥潤壽先生

2017 年 4 月 29 日（星期六）

18.「傑出學生獎」及「飛躍進步
     獎」選舉

2017 年 4 月底

19.「小學生健康 Keep fit 飲食
     大全名體適能健康建議」
    家長講座

2017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五）

20. 父親節及母親節活動 2017 年 5 月及 6月

21. 2017 畢業聯歡晚餐 2017 年 6 月 17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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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義務工作多以實踐為主，較少機會從課堂上獲得相關知識及技巧。本會有見及此，故特意安排「關

愛動員」，為我們的家長和同學舉辦了一場「義務工作坊」，透過講解及角色扮演遊戲，教授服務不同人

士的技巧，避免不必要的誤會。

　　本會很榮幸是次邀請到資深社會工作者 - 「關愛動員」總幹事陳小荃女士為我們主持這個工作坊，內

容包括怎樣尊重他人、不要以貌取人、說話的技巧和經驗分享等。在角色扮演環節當中，家長和同學須按

特定場境，模擬服務有需要人士的情況，主持從中講解當中的對與錯，增長了我們這方面的知識，有助日

後更投入及有效地作出服務。

　　為使同學們汲取不同類型的服務經驗，

本會於 2016 年 12 月 24 日參與由關愛動員

主辦之「千人盆菜宴」會場佈置工作。雖然

當日為平安夜及學校假期，但報名情況非常

踴躍，經過抽籤後，一共有 32 個家庭、65

位同學及家長參與。

　　在服務開始之前，先由主辦機構 - 關愛

動員總幹事 陳小荃女士，講解是次活動的

性質、服務對象及意義，令大家對活動有初

步了解。接著，家長及同學們被分成不同組

別負責不同工作，當中包括放置枱號、指示

牌及外圍佈置等。之後，我們協助包裝及分

配禮物包。

　　除了以上工作外，有些同學和家長更上

台進行歌唱表演及樂器演奏，為宴會增添不

少節日氣氛 ! 服務完結後，大夥兒更拍下合

照以作紀念，並約定下次再度參與呢 !

「義務工作坊」

「關愛動員」「2016聖誕盆菜宴」義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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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本會再次聯同香港循道衛理中心舉行「關愛長者送暖大行動 2017」。

　　活動第一階段是於 2017 年 1 月 9 日至 11 日在有蓋操場棋藝角設立物資收集站，鼓勵師生及家長們發

揮互助精神，捐贈食品給有需要的長者， 結果大家都非常踴躍捐助，令我們收集到足夠的物資，送贈長者。

　　於 2017 年 1 月 14 日活動當天 , 我們有約 100 名家長及同學出動，將收集到的食品分發到獨居長者手

中。除了事先準備之食品外，亦有家長義工自行帶備一些禦寒衣物送給他們，為長者們增添了幾份暖意。

　　整個送暖過程中，你會發覺到長者們最缺乏的不是物資，而是關心的說話 ! 這是因為他們均是獨居長

者，平時在家只是面對家中四壁，沒有傾談的對象，所以同學們除了在校要珍惜和同學的相處外，在家要

多關心家人，特別是家中長者 !

　　一年一度家長教師會舉辦的親子旅行已於 2016 年 11 月 12 日 ( 星期六 ) 順利進行。今年特別為同學

及家長們挑選了【鳳坑家樂徑 錦田樂園燒烤親子樂悠遊】一天遊。

　　今次旅行得到各同學及家長們約六百人踴躍參與，大家都享受了一個既愉快又充實的親子之旅。幸好

當日天氣良好，上午我們乘車往鳳坑家樂徑，該徑位於鹿頸雞谷樹下東面的小山崗，北臨沙頭角海，南達

新娘潭道。路徑初段沿海而行，時見白鷺飛翔覓食，海風輕拂，格外宜人。沿路續走，田野山色盡收眼底，

在鹹坑尾附近沿石階下山，便是家樂徑的終點。中午乘車前往錦田樂園，享用任食燒烤，其間進行大抽獎

及各自在園內享受各式設施。

　　今次旅行得以順利完成，有賴家長教師會康樂組委員及各家長義工的協助，在此多謝他們的付出，希

望來年舉辦更有趣的親子旅行。

關愛長者送暖大行動2017

鳳坑家樂徑 錦田樂園燒烤親子樂悠遊

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劉芷汶

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陳偉倫 J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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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著學生們在學校努力學習的時間，一班家長義工們在 2016 年 2 月 16 日輕輕鬆鬆地前往清水灣大坳門郊野公園燒烤，
大家同賀新春，聯誼一番！

　　邀請張笑容小姐於 2016 年 11 月 26 日與本校家長
分享親子管教的技巧，讓家長能有效地提升學生的學習
動機。

　　2017 年 3 月 7 日邀請教育局教育心理學家林可欣女
士為五年級家長分享高小學生的成長需要及面對的各項
挑戰，從而協助學生提升他們的抗逆力。

　　安排菜姨姨 ( 蔡淑玲女士 ) 於 2017 年 3 月 8 日為家長主持親子共讀講座，以輕鬆故事來推動家長及學生建立閱讀的習
慣，並透過故事訊息帶出正向思考的重要。

「家長義工新春燒烤樂歡聚」活動

「向上游：激發潛能與提
升學習動機」家長講座

「提升學生情緒智能，加強
生命成長韌力」家長講座

「透過故事培育正向思考」家長講座

鍾校長和李副校長落力地「起爐」！

家教會主席林凱先生致送感謝狀予講者張笑容小姐

菜姨姨與鍾校長及
家長們一起大合照

輕輕鬆鬆、開開心心燒烤樂！

在優美的環境下，大家歡度了愉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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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委員心聲

　　很慶幸自己擔任了兩屆的家教會委員，令我能再次回到母校為大家服務。 在這兩年中，不但讓我認識了一班
為了學校和學生盡心盡力的老師和家長們，也感受到學校辦學的熱誠。 參與家教會不單令我更了解家教會的運
作， 更讓我深深體會到團體精神。看見各委員在推動會務時那份熱誠和積極參與的態度和無私的付出，充分發揮
出家校合作的精神，實在令我很感動及難忘 !

　　小女有幸在四年級從北京轉學進入滬江小學，面對全新的環境，她很快便能融入，實有賴老師的耐心和同學
的愛心。我也很幸運的加入了家校會，對我來說也是全新的體驗。擔任家校會理事這兩年裡，從完全不知道要做
什麼，到積極地參與工作，我看到的是理事們認真負責的對待每件工作。學校老師事無巨細的配合家校會的工作，
大家的熱情和誠懇實實在在打動著我。時光流逝，轉眼小女便要畢業了，我也將離開家校會的崗位。真心的希望
每一位畢業生都能進入理想的中學。祝福滬江小學的老師們健康、快樂。

　　回望過去，由大仔進謙到細仔進傑，不經不覺在滬江小學已九年了，看到他們在學校
快樂地成長和不斷進步，發展個人潛能。衷心感謝校長，副校長和各位老師的悉心教導，
付出和鼓勵，如他們在鼓樂團、乒乓球訓練、籃球訓練的學習過程中，學會團隊精神，提
升自信心，積極向上，明白到凡事要努力不懈才能成功。
　　回想起小兒在小一那年，他每天放學後總會分享在校的快樂片段，如在上課時班主任
鄧慕儀老師會用有趣幽默說法教導他們，令他容易明白知識，快樂地學習，很快便投入滬
江大家庭。多年來，在老師們循循善誘的教導下，小兒品學和體藝上都有很大的進步，實
在要衷心感謝每位老師的付出和教導，特別多謝班主任陳靄忻老師的悉心教導和鼓勵。
　　本人參加滬江小學家長教師會工作已兩年，體會到家校合作的精神和重要性。多謝滬
江小學給我們有個美好的回憶。小兒進傑快將完成小學階段，快要升上中學，開始人生另
一新階段，和同學們各奔前程，儘管感到依依不捨，但我們不會忘記在母校滬江的美好回
憶和快樂日子。

　　回想六年前聯招中心放榜的一幕，就像昨天發生一樣，深刻難忘 ! 從中心職員手上接過通知單時，腦子裏只
想著會否出現心中第一志願學校的名字 - 滬江小學，結果當然是一擊即中，當時的心情就像跑馬拉松衝線一樣，
馬上如釋重負 !
　　另一個難忘的情境，便是到學校排隊領取校服的時候，看著學校的禮堂、老師和其他莘莘學子，不其然想起
自己小學讀書的苦況 ! 幸好這情況並沒有在小兒身上發生。
　　近年媒體不斷吹噓什麼要贏在起跑線、十八般武藝樣樣皆能及要贏取多些獎項等口號。未開學，已把我們一
羣迎接「第二個小學生活」的家長們，弄得茶飯不思！不知各位家長是否還記得迎接孩子第一個考試時的情境？
考試翌日放學後，馬上在公司打電話回家問分數？老實說，這些工作我現在也有做，但緊張程度已和兒子初小時
期差很遠了！因為你會發覺學校平時的授課及家課，已足夠應付考試，過份的操練只會徒添孩子及家長的壓力，
效果可能適得其反，當然家長的敦促，還是少不免。在教導孩子時，你會發覺現在的課程深度，跟我們小時候已
不可同日而語。中閱令人頭昏腦脹、英閱可謂不遑多讓、數學要多番思量，常識要超人記憶力！不要以為功課做
錯，只是孩子的錯，其實是家長的錯！
　　對著一些錯誤的答案，只會感到無奈，因為下班回到家時，已疲憊不堪，很多時根本提不起勁去檢查功課。
對著中、英文作文時，簡直令人發呆 ! 幸好科技的發達，令我們有「分數計算機」，再不用為簡約分數而發愁。
　　六年級是最緊張和辛苦的一年，因為要預備升中，但其實五年級的第一個呈分試已要作出準備。
　　第一階段報考直資學校填表時，你會開始後悔不聽那些吹噓提前教育廣告的話 ! 有些報名表要求你羅列出孩
子比賽獎項，當你發現不能填滿格子時，你會有輸蝕和後悔不參加多些比賽的感覺。但我可以告訴你，你不用因
此而催谷孩子，因為我的孩子獲獎數量寥寥可數，未能填滿格子，但最終也獲得取錄，所以在選擇孩子課外的活
動和數量時，要以孩子的能力和興趣為大原則，這才是給孩子要走的路 !
　　自從自己小學畢業，到現在再次畢業，這數十年間老師態度的變化十分之大。我的小學老師們，有著無限權
威，他們的話永遠是對的，他們也不關心學生們的發展。現在，滬江小學的老師們，對學生們發展瞭如指掌、關
懷備至。我記得去年年終考試後，我還未決定是否帶孩子去旅行，偶然下有機會和班主任閒談，她跟我說出孩子
很想去旅行，並勸我帶他出去走走，否則整個暑期會跟祖母悶在家裏。聽了她這番話後，我便像覺醒般想著為何
我沒有想到這一點 ?! 如她不在學校時刻關注孩子的發展，她根本不可能說出這一番話。
　　六年時間匆匆過去，小兒在新的學習階段能否再遇這麽好的老師和學校，仍是未知之數，但我很感激遇上滬
江小學一眾敬業樂業的教職員 !

家長委員 鄧國基 (3D 鄧宇軒 )

家長委員 俞珊 (6A 路雅心 )

家長委員 黃小燕 (6C 施進傑 )

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陳偉倫 J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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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的畢業聯歡晚餐，於 2016 年 6 月 18 日假 銅鑼灣富豪酒店筵開 22 席。
　　家教會每年舉辦畢業宴會的目的，是為畢業生在離開學校前與校長及老師有聚首的機會，渡過一個前所未有、愉快又
難忘晚上。
　　該晚節目由畢業生的歡迎詞展開，接著播放預先錄製的學生致謝驚喜片段，同學們短短的致謝，深深的表達了他們對
母校的感情和謝意! 然後，我們安排了小提琴合奏、唱歌舞蹈及雜耍表演。看過這些表演後，便會發覺我們的同學多才多藝。
在鍾校長致辭及進行大合照之後，便是自助餐的開始。選取食物時，同學們秩序井然，證明我校老師教導有方、學生紀律
良好。
　　大家享用過食物後，大會安排了兩個有獎遊戲，令老師、家長和同學們打成一片。在座者不論是校長、老師、家長和
同學們，均全程投入遊戲之中，氣氛十分熱鬧。
　　遊戲過後，我們進行了大抽獎，將整個宴會推向高潮 ! 一番歡樂聲後，主席致辭及進行切餅儀式，整個宴會便完滿結
束 ! 唯一美中不足是有老師意外地被洗手間玻璃割傷，但得不到酒店妥善處理，希望不會再發生同類型事件 !

2016畢業聯歡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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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 黃啟溢家長

　　本人叫黃嘉安，是滬江小學第一屆畢業生，小五入校，只讀了

兩年便要升中學。從前經常會問，為什麼在滬江的小學生活只得兩

年如此短 ? 因為我天天很快樂，所以覺得時間過得特別快﹗校長、

老師和工友們，就如朋友一樣值得信任和有安全感，就像是第二個

家一樣，令我經常念念不忘在校讀書的日子，所以從小就希望我的

兒女能在滬江小學讀書，讓他們感受到我從小所得到的歡樂。今年

我的兒子黃啟溢真的可以和我一樣在滬江小學上學了，多謝校長，

各位老師和工友們對同學們的關懷和照顧。

                     3B 黃焯賢家長

　　常言道 :「養大靠父母 , 成才賴導師 」, 若不是得到老師們的悉心教

導、無比的耐性和愛心 , 小兒不會在各方面都有所進步 , 還增加了不少

自信心和責任感。在此，衷心感謝校長及老師們的努力和付出 ! 亦多謝

家教會不時給我們家長提供的校園資訊、講座和興趣班等活動。

                     5A 范皓揚、 3D 范菀琦 媽媽

　　感謝學校和家教會定期舉辦各式各樣的專題講座、研討會、關愛長者活動和親子旅行等等，使孩子和家長獲

益良多。其中的「關愛長者大行動」，透過探訪區內長者及送贈物資 ，培養了孩子愛護及照顧長者的良好品格，

實在很有意義。希望家教會日後舉辦更多精采的活動，讓孩子和家長一起參與。

                     6D 林婉晞家長

　　日月更迭，時間像流水，女兒婉晞在滬江小學已經接近六年的光景。

猶記得女兒小一入學時的片段 ---- 因為沒有幼稚園同窗一起就讀，加上

性格內斂，最初有點不習慣。幸好在老師們的鼓勵和照顧下，女兒開始

積極投入校園的生活。在往後的日子裏，校園就像女兒的第二個家 -----

從早晨到傍晚生活在其中，老師是父母，同學是兄弟姐妹，有時和樂融

融，有時意見相左……充滿快樂的足跡和難忘的時光。

　　我實在慶幸兩個女兒能在滬江小學這塊快樂的土壤中，茁壯地成

長。

家長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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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心聲

　　一年匆匆過去。我十分榮幸可以加入滬江小學。這段期間，我

認識了許多同學。這段時光，很高興可以陪伴着同學們成長，一起

建立密切的關係。令我感恩的是同學給我努力求學的印象，而且充

滿活力；令我感激的是鍾校長和各位老師對我的關懷和勉勵。家長

的支持和關懷，指引我更加勇敢地前進，使我可以實現教育理想，

也使我感到滬江小學是一個有愛的大家庭。 

　　童年的校園學習生活，是教曉我們摸索人生的重要階段，不斷

的嘗試、跌跌碰碰，使我們的得着更為深刻。學習的過程總是不平

坦的，我們不一定全然要走直線，有時轉個彎，反而會看到更美的

風景。下個岔口，說不定就會有甚麼挑戰和機遇等待着我們。我們

就如旅人，往生命的山巒走去，發現路的險巇，察覺「一粒粟中藏

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的晢理。

　　生活上，我們可以學習逆向思考，改變心態。也許不可能每一

天也是豔陽晴天，但希望寶貴的小學生活，老師的諄諄教誨總會溫

暖你心。願每一個明天，同學們也是充滿疑問地回學校，努力豐富

各種知識和充實自己，學習成為一個通達明理的人。在社會中，聰

明只是一種天賦，善良卻是一種寶貴的選擇。

　　在此祝福鍾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和同學們身體安康，同

學們品學精進！

　　大家好，我是本年度加入滬江小學大家庭的黃梓晉老師。主

要任教中文及體育科。

　　「為人師表，培育未來人才，盡一己責任」，這個一向是我

的目標，而加入滬江小學令我能夠更加踏實的盡展抱負。這個地

方可以說是愛與溫暖的孕育之地，踏入校門後的每一個剎那，迎

來的盡是關懷和親切的態度。感激鍾校長及這裏的同事，給予我

這個新人無限的支持和鼓勵，並帶給我正確的經驗之談；更加感

謝滬江的學生們，把最難忘的童年校園時光交托於我手。展望日

後教育路上，黃老師能夠把所學所能都奉獻給我們最可愛、最聰

明的滬江小學學生們。

吳嘉儀老師

黃梓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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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江小學家長教師會
《章程》2017修訂

一 . 總則

1.1 本會名為：滬江小學家長教師會 (以下簡稱本會 )

1.2 本會通訊處：香港魚涌康怡花園康盛街 14 號滬江小學

1.3 本會宗旨：

 1.3.1 促進家長與學校和教師間之聯繫合作，以增進教學效果；

 1.3.2 增進家長與教師間之友誼；

 1.3.3 協助推廣學校之課外活動；

 1.3.4 家長可經本會向滬江小學法團校董會提出有關學校政策之建議。

二 . 會籍類別

2.1 家長會員：現在就讀本校學生的家長、法定監護人均可成為家長會員。若會員有數位子弟就讀本校，其會籍只作一單

位計算。

2.2 教師會員：本校現任教師為當然會員。

2.3 名譽會員：凡舊生的家長、法定監護人及離任教師，有興趣加入本會者，可向本會申請成為名譽會員。

2.4 顧問：本校法團校董會的校監、校長、辦學團體校董及獨立校董為當然顧問。社會賢達、本校退休教師、舊生家長及

法定監護人如獲當年之理事會三分之二理事通過委任，可成為當年的顧問，任期一年。

2.5 如會員兼具教師及家長雙重身份，只能選擇以教師身份入會。

2.6 會籍每學年更新，有效期由該學年之九月一日至該學年八月三十一日。

三 . 組織與功能

3.1 週年會員大會功能

 3.1.1 審查及通過理事會提交之年報；

 3.1.2 審查及通過理事會提交之財政帳目；

 3.1.3 處理有關新一屆理事會之選舉事宜；

 3.1.4 通過修訂會章之任何條文；

 3.1.5 處理理事會認為需要辦理之事務。

3.2 週年會員大會會議

 3.2.1 週年大會通常於每年五月召開；

 3.2.2 週年大會法定開會人數為二十五人。

3.3 理事會之組識

 3.3.1 只有在學學生的家長或現職的教員才可被選出或成為理事會理事。家長教師會於週年會員大會中選出九位家

長理事，另校方委任六位教員理事，合共十五人組成當年的理事會； 

 3.3.2 理事任期為期一年或至新一屆理事職位推選及履新為止，連選得連任。

 3.3.3 理事會成員包括：主席一人 (由家長出任 )； 副主席兩人 (家長、教師各一位 )；文書兩人 (家長、教師各

一位)；司庫兩人(家長、教師各一位)； 聯絡兩人(家長、教師各一位)；活動六人(家長四位、教師二位)。

 3.3.4 各理事之職務在每年第一次理事會互相推選，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但任期不得連續超過三年。

 3.3.5 主席出缺時則由副主席依次遞補；副主席出缺時則由理事會補選； 各組職務出缺時，概由該組其他理事兼任。

如家長理事出缺，可由理事會從該屆參選之家長會員中按得票次序委任；任期至下次選舉為止。如教員理事

出缺，則由本校現任校長委任遞補。

 3.3.6 滬江小學法團校董會校監、校長、辦學團體及獨立校董為當然顧問。

     3.3.7 理事會得邀請對滬江小學有貢獻之熱心人士為名譽顧問。

3.4 理事會之功能

 3.4.1 執行週年會員大會通過的決議；

 3.4.2 制定每年財政預算；

 3.4.3 處理日常會務；

 3.4.4 向週年會員大會提交年報；

 3.4.5 向週年會員大會提交財政報告；

 3.4.6 策劃每年活動。

3.5 理事會會議

 3.5.1 每學期最少召開會議兩次，日期由主席與校長磋商決定

 3.5.2 理事會法定開會人數為八人， 其中五人必須為家長會員；三人為校方代表

 3.5.3 顧問有權出席理事會及會員大會， 但沒有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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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會員大會、特別會員大會及理事會會議的議案，均須獲得過半數出席者的通過，始能列為決議。表決時

若正反雙方票數相同，當然顧問（校長）可投決定性的一票。

(四 ) 權利及義務

4.1 權利

 4.1.1 家長會員及教師會員可享有動議、表決、選舉和被選舉權、罷免權及發言權權利

 4.1.2 家長會員及教師會員可享有參與本會所舉辦活動權利。

 4.1.3 家長會員及教師會員可享有本會所有的福利。

 4.1.4 顧問及名譽會員無動議、表決、選舉和被選舉權、罷免權， 但可參與本會所舉辦的活動和可享有本會所

有的福利。

4.2 義務：每名會員均需遵守本會章各項規則， 依從會員大會通過的議決案， 會員應於入會後在指定時間繳交會費。 

除繳交會費外， 別無其他財務上的承擔， 自動捐贈除外。

(五 ) 財政來源

5.1 會費

 5.1.1 家長會員：每學年必須繳交會費，會費數目由該學年之理事會通過決定。

 5.1.2 教師會員：毋須繳交會費

 5.1.3 顧問：毋須繳交會費

 5.1.4 名譽會員：入會時繳交會費後即可成為永久會員，會費數目由當年理事會通過決定。

5.2 每學年向教育局學校與家庭事宜委員會申請資助

5.3 其他捐獻

5.4 財政管理

 5.4.1 所有本會經費，須存入本會之銀行戶口，戶口須由理事會主席及司庫，連同校方委任之教員理事聯名簽

署開戶。

 5.4.2 一切經費之運用須符合本會宗旨。

 5.4.3 司庫負責管理本會一切開支及收入。

 5.4.4 本會之會費及其他收入，均需存於銀行。

 5.4.5 本會發出之支票須由理事會主席、副主席 (家長 )或司庫 (家長 )，連同副主席 (教師 )或司庫 (教師 )

合共兩人聯名簽署方為有效。

 5.4.6 本會之財政年度由該學年九月一日至該學年八月三十一日。

 5.4.7 本會一切收支單據須保留七年。

 5.4.8 理事會有動用本會經費的權力。本會任何活動之經費支出，須由理事會通過批准。

 5.4.9 理事會司庫須於每次理事會會議中報告本會之財政狀況，並製備該財政年度之財政報告。

(六 ) 喪失會籍

如有下列情況理事會有權向本會會員提出警告或取消其會藉：

6.1 違反本會章程者；

6.2 觸犯本港刑事法例經判罪者；

6.3 冒用本會名義致損害本會名譽者；

6.4 精神不健全者。

(七 ) 修章

7.1 任何修章建議， 須先徵得理事會八人聯署同意， 方交滬江小學法團校董會列入議程， 通過方為有效。

(八 ) 附則

8.1 有關學校行政事宜屬校董會之決策， 不在本會討論之列。

8.2 有關學生與教師間之事宜， 概由校長處理。

8.3 若要解散本會， 須得滬江小學校董會及全體會員人數之三分二或以上會員通過， 方得宣佈解散。本會解散後所餘

的資產，概撥贈與滬江小學， 作為學生之福利金。

8.4 由理事會邀請一位義務核數師， 於每年財政年度終結時核算本會全年收支賬項。

8.5 如本會被滬江小學法團校董會承認為認可的家長教師會，則本會須根據附件 :

 8.5.1 由滬江小學法團校董會發出的「家長校董選舉指引」成立家長校董選舉委員會，制訂選舉方法，選出滬

江小學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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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本年度各項活動能順利完成，除了負責籌備工作的理事會成員外，實有賴很多
積極協助推行活動的家長成員，謹此向他們致以衷心的謝意！

2016-2017年度家長教師會
通訊編輯委員

　　　　顧　　問：鍾振文校長、林　凱主席　　　　　統　　籌：李雁群副校長
　　　　編輯委員：胡詠敏老師、嚴思宇老師、梁思敏姑娘、黃善誼女士、胡文慧女士

財務報告

HK$ HK$
收入項目:
母親節賣花收入 2,835.00       
小六畢業禮聚餐活動收入 75,260.00     
父親節賣花收入 2,197.00       

5,000.00       
23,100.00     

101,600.00   
家長義工燒烤活動收入 1,920.00       

211,912.00         

支出項目 : 
小學六級畢業 晚餐訂金 :Regal Hotel on (Ref Cheque# 392635) (29,000.00)    
母親節賣花支出花店: 櫻花店 (Ref Cheque# 392636) (3,400.00)      
家教會活動 AGM : 泛亜飲食公司 (Ref Cheque# 392637) (7,400.00)      
家教會活動書卷 (Ref Cheque# 392639) (2,700.00)      
家教會通訊編製:美圖設計印刷公司(Ref Cheque# 392640) (4,660.00)      
父親節賣橙活動支出: 穏全店 (Ref Cheque# 392643) (2,640.00)      
家長教師會:小六學生畢業晚會Regal Hotel & 禮物) (Ref Cheque# 392645) (47,475.50)    
家長教師會:絲印索繩袋(Ref Cheque#392641) (12,500.00)    
家教會活動: New Creative Even Management Company( Ref Cheque#392638) (250.00)         
家長教師會:小六學生畢業晚會禮物 (Ref Cheque# 392644) (1,109.00)      
生果盤送給老師:教師節  (Ref Cheque# 392646) (672.00)         

(150.00)         

親子旅行給旅行社費用 : Grand Holiday (Int'l) Ltd (Ref Cheque# 392647) (92,142.00)    

親子旅行給旅行抽獎及雜項: Chan Wai Lun (Ref Cheque#392650) (4,961.40)      

花圈:滬江大學學長 : Hong Kong Florist (Ref Cheque# 392653) (600.00)         

循道衞理送暖送物資車費: Medthodist Centre (Ref Cheque# 392652) (120.00)         

家長義工燒烤活動用品: Chak Tak Food (Ref Cheque# 392654) (2,186.60)      

家長義工燒烤活動車費: Sun Fai Transportation Co (Ref Cheque# 392656) (2,000.00)      

花圈:滬江大學學長 : Hong Kong Florist (Ref Cheque# 392655) (600.00)         

(214,566.50)        

(2,654.50)            

資產負債表
於2017年3月31日

HK$
流動資產
銀行存款 (截至2017年3月31日) 92,777.39           

累計盈利  
95,431.89           
(2,654.50)            
92,777.39           

支出項目 : (Cheque issued, but not yet deposited into Bank as of April 30, 2017)
小學六級畢業晚餐訂金 :Regal Hongkong Hotel (Ref Cheque# 392657) (40,000.00)          
家長教師會筆袋 (Ref cheque# 392658) (5,000.00)            
家教會活動書卷 (Ref Cheque# 392660) (3,000.00)            

親子旅行收入

政府資助收入
2016-2017 會費收入 

銀行行政服務費

預計盈餘

承上年度盈餘 
預計本年度盈餘 (截至2017年3月31日)

滬江小學家長教師會

收支總結表
2016年 4月 1日至 2017年 3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