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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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五月　第二十五期

校監的話

校長的話 - 家校齊心•共創未來

　　本校秉承滬江大學提供「全人教育」的辦學精神，以「信、義、勤、愛」的創校宗旨，致力培育學生五

育均衡的發展，令他們能夠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同時，我們著重鍛鍊學生自學、自律、

自尊、自信、自立、自強、承擔責任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因而實踐全日學制教育，為學生提供優良學習環境，

引導他們從群體生活中，學習辨別是非、判斷善惡、彼此尊重和互相接納等待人處事的態度，從而建立正確

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觀。

　　學校無論在組織及管理方面，均本著中國傳統的仁厚精神，彼此

尊重、諒解、合作，致力達成辦學的使命。本校的家長教師會一直貫

徹創立宗旨，多年來促進家長、學校和教師間的聯繫和合作，從而提

升學與教的效能；家長與教師亦不時進行交流，增進彼此間之友誼；

同時家教會協助推廣學校的課外活動，亦會向學校法團校董會提出改

善學校政策的建議。因此，家長教師會是家長和學校彼此尊重、諒解、

合作的重要橋樑。

　　今年是滬江小學成立三十週年的大日子，本人謹代表法團校董會

全體校董，感謝校長和老師們的努力，更感謝家長們多年來對學校的

支持，期望在未來的日子裡，大家能繼續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謹祝各位老師和家長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學校的家長教師會已成立廿八載，在歷任主席帶領下，家教會的發展順利，成績斐然，家長對學校不

遺餘力，熱心參與及協助校內大小事務。誠然，家教會是家長、教師及學校溝通橋樑，是雙方合作基地，

讓大家彼此瞭解，建立互信。要培育孩子健康成長，家校合作必不可少。今天滬江孩子無論在學業、品格

及課外活動的表現，都令我們欣喜。

　　在教育改革的巨輪下，學校發展是需要支持和鼓勵的。同時，面對瞬息萬變、發展急速的社會，孩子

需要不斷學習，並向終身學習這目標

邁進。培養良好品格的滬江孩子，發

揮其潛能，為他們創造更美好的未

來，這是我們共同的願景。

　　我謹代表本校師生向各家長委員

及家長表示衷心的感謝！祝願各位身

心健康，有美好的家庭生活！

林貝聿嘉博士 G.B.S., O.B.E., J.P.

鍾振文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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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主席 陳偉倫

主 席 的 話

會 務 報 告

　　參與了家教會的工作差不多五年，在這五年裡得到了很多寶貴的經驗。今年適逢學校踏入 30 週年，亦是我

大兒子畢業的一年，對我來說具有雙重意義 。

　　回顧家教會的工作，我們為家長及學生籌辦過不少活動，過程中遇到不少挑戰。由於很多委員都有工作在

身，所以活動在籌備及執行上，往往在時間緊迫及人手不足的情況下完成。 儘管如此， 過程中亦得到很多樂趣

及寶貴經驗。例如親子旅行及畢業晚宴等大型活動，當中涉及人數多達幾百人，籌辦的工作往往只有數位委員

參與， 到當日活動亦可能只有十多位委員及家長義工等負責執行工作。所以每位負責的委員都身兼重任，不容

出錯。各活動得以順利完成，除家教會委員外，亦有賴校長，教師及各家長義工的支援及充分合作才能得以完

成。

　　記得有一年籌辦小六畢業晚宴，需要拍攝及製作畢業生心聲。 我充當攝影師，為四班小六學生在校內進行

拍攝。由於拍攝只能在堂上進行，在不影響上課的情況下，只能在一個小息的時間内完成所有拍攝工作。多得

各班主任的協助，最終在極短時間順利完成拍攝硬照及錄影等工作。 

　　往年在籌備畢業晚宴的工作上亦有一段小插曲，本打算在晚宴當晚播出製作完成的畢業生心聲及成長片段， 

卻在晚宴前三天，才發覺當中的成長片段並沒有輯錄在影碟內  。危急關頭 ，慶幸有老師仗義伸出援手，幫忙

立即重新剪輯成長片段及配樂，最後趕及在晚宴當晚播出 。

　　在此特別多謝校長、老師、各家教會委員及家

長義工們多年來對家教會的支持和付出， 協助家教

會舉辦過不少精彩及有意義的活動。展望將來，希

望家教會繼續為家校之間發揮更好的橋樑角色，舉

辦更多有意義的活動，為教師、家長及學生之間建

立更緊密的關係。

陳偉倫主席

1A 陳俙莜、 6B 陳柏諺爸爸

　　下學期快將完結，亦是本屆家教會理事委員快將卸任的日子，藉此為大家總結過去一年家教會的工作。

 本屆家教會經修改會章後，理事委員人數由 17 人減至 9 人 。本屆共超過四百個家庭成為家教會會員， 畢業生

家長成為名譽會員共有 40 名；家長義工隊亦招募了家長義工超過三百名。同時，我們亦為義工們訂造義工背心

及購買全年活動保險。為增進家長義工彼此間的認識和溝通，我們舉辦了新春燒烤聚會；亦參與了「迪士尼賞

義工行動」，旨在鼓勵及推動家長參與義務工作服務社會。

　　此外，今年亦繼續為學生及家長們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當中包括「關愛動員賣旗籌款」及「香海正覺蓮

社安老服務賣旗籌款」，會員反應熱烈。

　　專題講座方面，我們舉辦了旨在提升家長對網上遊戲學習有更深入的認識的「可以不打機嗎？電腦與網上

遊戲學習勢不可當講座」 ；分享親子管教技巧以建立良好親子關係的「成為仔女的生命教練家長講座」。 透過

這些講座，家長更能掌握孩子成長所需。

　　興趣班方面，本年度首辦「家長書法班」及「親子書法班」，為家長及學生提供寫得一手好字和促進良好

親子關係的機會；另外，亦舉辦了「家長編織鉤針班」，培養家長編織的興趣。

　　大型活動方面 ，本年度舉行「南生圍生態區及 448 農莊親子樂悠悠」旅行 ，共錄得六百多人參與，場面

極之熱鬧。至於畢業晚宴相關的籌備工作亦已展開，估計參與的學生，家長及教職員人數超過三百多人，相信

會跟往年一樣為畢業生們帶來一個難忘的晚上。

　　總結今年的工作，所有活動都順利完成，家長和同學的參與程度亦達到預期目標，我們亦會從中汲取經驗

不斷改善，希望能令學生和家長們都滿意本會的工作。所有活動得以順利舉行，實有賴各家教會委員、家長義

工、校長、老師及各職工的支持和幫助，本人在此向各位衷心致謝，最後，預祝新一屆理事會會務一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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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2017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 2017 年 5 月 20 日 ( 星期六 ) 下午二時正在本校禮堂舉行「2016/2017 年度週年會員

大會」；並即席依章通過 2017/2018 理事會理事名單。

　　期間頒發「傑出學生獎」、「最傑出學生獎」、「飛躍進步獎」等多個獎項，並由本校學生表演多項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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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　問：鍾振文校長

主　席：陳偉倫先生

副主席：吳筱碧女士

司　庫：鄧盈慧女士

文　書：胡文慧女士

活　動：李蕊冰女士

　　　　蔡月琴女士

　　　　梁小敏女士

　　　　鄧國基先生

聯　絡：陳寶玲女士

副主席：李雁群副校長

司　庫：萬至祥老師

文　書：胡詠敏老師

活　動：鄧慕儀老師

　　　　梁思敏姑娘

聯　絡：梁詠慈老師

家 長 理 事 委 員教 師 理 事 委 員

第二十八屆(2017~2018)家長教師會理事委員名單



4

1A 陳正日、1B 李　湘、1C 王一然、1D 張瑞賢、2A 黎思雅、2B 涂子淇、2C 何璟雅、2D 余倬騫、3A 周曉儀、

3B 陳穎楠、3C 林永青、3D 陳廷晞、4A 方贊堯、4B 龍宣羽、4C 李頌賢、4D 吳嘉傑、5A 林倬言、5B 陳德希、

5C 黃裕安、5D 李俊澄、6A 王漢彥、6B 林子浚、6C 周楚穎、6D 戴愉恩

1A 陳彥丰、1B 莊縉熹、1D 林奉萱

2A 陳惠喬、2C 邱樂賢、2D 陳婧僖

3A 林希蓓、3C 梁欣橋、3D 陳子晴

4A 李琦揚、4B 陳柏賢、4D 陳芷晴

5B 梁文峰、5C 蘇泳淇、5D 李雋彥

6A 衛熙荍、6B 張昊旻、6D 林婉晞

1C 胡悅然、2B 梁卓謙、3B 曾嘉琳

4C 文浩鋒、5A 馮曼琦、6C 陸霈頤

「 最 傑 出 學 生 獎 」「 傑 出 學 生 獎 」

飛 躍 進 步 狀

2016/17年度
家長教師會獎勵計劃獲獎名單

家 長 教 師 會 獎 勵 計 劃 獲 獎 名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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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滬滬江小學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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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 月 27 日至

2019 年 2 月 26 日 )

【三】選舉程序：

提名截止日期： 2017 年 10 月 12 日 ( 星期四 )

投票日期 ：2017 年 11 月 2 日 ( 星期四 )

投票地點 ：滬江小學操場

協助投票工作：李雁群副校長、吳筱碧女士、 

蔡月琴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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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 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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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筱碧女士、蔡月琴女士

9. 點票結果 ：1. 林頌齡  160 票

　　　　　　　2. 吳曉靈  300 票

　　　　　　　3. 郭潤江  171 票

　　　　　　　4. 蘇惠娟  40 票

　　　　　　　　廢票 20 票

10. 選舉結果：吳曉靈女士獲提名註冊為「家長校

董」，郭潤江先生獲提名註冊為「替

代家長校董」。

「2017—2018年度
滬江小學法團校董會家長
校董選舉」

2017-2018(第二十八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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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 年度
  ( 第二十八屆 )理理事委員就職禮

2017 年 5 月 20 日 （星期六）

2. 父親節及母親節活動 2017 年 5 月及 6月

3.2017 畢業聯歡晚餐 2017 年 6 月 17 日  ( 星期六 )

4.2016-2017 家教會
 「活動獎勵計劃」頒獎禮

2017 年 6 月底

5.「關愛動員賣旗籌款」 2017 年 9 月 16 日 ( 星期六 )

6.「如何避免接觸網上不良資訊」
   家長講座

2017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二）

7. 滬江小學「法團校董會」
   家長校董選舉

2017 年 11 月 2 日 （星期四）

8.「香海正覺蓮社 - 安老服務」
   賣旗

2018 年 1 月 2 日 （星期六）

9. 南生圍丶流浮山海鮮宴暨
   448 農莊親子一天遊

2018 年 1 月 13 日 （星期六）

10. 家長書法班、親子書法班 2018 年 3 月至 5月 (逢星期一 )

11.「成為子女的生命教練」
    家長講座 — 張笑容 女士

2018 年 4 月 21 日（星期六）

12. 家長編織鉤針班 2018 年 4 月底至 5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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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教會有幸邀請到著名書法家—徐沛之博士為本校舉辦「家長書法班」和「親子書法班」，透過學習

簡易的毛筆書法，讓家長及學生齊齊學得一手好字，陶冶情操，促進良好的親子關係。

　　父親節到來，同學們送爸爸一個香甜水果，為

辛勤工作的爸爸，加加油打打氣！

　　同學們於去年母親節的大日子，向媽媽送上

一枝枝充滿愛意的康乃馨，表達對母親的愛意。

「家長書法班」、「親子書法班」

母親節活動 父親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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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教師會一年一度舉辦的親子旅行於今年一月十三日 ( 星期六 ) 順利進行。本年特別為同學及家長

們挑選了【南生圍丶流浮山海鮮宴暨 448 農莊】親子一天遊。

　　是次旅行得到超過四百多名家長和小朋友參與，大家都享受了一個愉快又充實的親子之旅。幸運地，

當日天公造美，上午我們先到有「香港後花園」之稱的南生圍，欣賞到難得一見的大自然美景及雀鳥。中

午的時候，我們到了流浮山海鮮酒家，品嚐地道海鮮宴。接著，大家再到元朗的「448 農莊」，除了可以

參觀環保農莊，那裡還有不少玩樂設施，如兒童電動車、樹木繩索、射擊、室內兒童遊樂場等，大小朋友

都玩得樂而忘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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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來年能夠舉辦更有趣的親子旅行﹗

父親節活動

【南生圍丶流浮山海鮮宴暨448農莊】親子一天遊

一到達南生圍，不少家長，特別是攝影
愛好者，都紛紛拿出專業器材拍照。

小朋友則一邊品嚐傳統的小食，一邊欣
賞美麗的風景，比家長們更懂享受呢 !

中午到了流浮山，走進海味街，有很多
特產，例如有新鮮及已曬乾了的金蠔、
鹹魚和蝦片等，跟著便到酒樓吃了一頓
豐富的海鮮午餐， 棒極了 ! 

元朗的「448 農莊」內有不少有機種植
的蔬菜，如有很多蔬果，西瓜、蜜瓜、
士多啤梨、番茄、生菜等，家長們更可
以即場購買。

大合照當然是旅行的指定動作 !

好動的小朋友可以到遊樂區參與不同的
活動，如射擊、兒童電動車、樹木繩索、
室內兒童遊樂場等，大家都玩得不亦樂
乎。

同學們都說要在美麗的風景前留念呢 !

　　是次邀請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於 2017 年 10 月 10 日與本校家長分享如何協助子女正確使用互聯網的技巧，
以建立學生良好的網上文化及正確的價值觀。

　　2018 年 4 月 21 日邀請到張笑
容女士與家長分享如何陪伴子女一
起度過成長路的各項挑戰，成為子
女的生命教練。

1. 「如何避免接觸網上不良資訊」家長講座

2.「成為子女的生命教練」家長講座



8

　　打從六年級開始，時間有如白駒過隙，光陰匆匆流逝。畢業同學都忙着考試、到中學參觀、面試等，而畢業聚餐正好
讓即將離開母校的同學們在繁忙的活動中稍稍放緩腳步，聚首一堂，輕輕鬆鬆渡過一個愉快的晚上。
　　「我來我校，時曰滬江….」隨着校歌的奏起，為畢業晚宴揭開序幕。除了品嚐豐富美味的自助餐外，各同學拿着專為
畢業生製作的紙板裝飾與同學、老師和教職員們留影，場面溫韾。
　　臨別在即，各畢業班都派出代表施展渾身解數—演奏電子琴、小提琴、耍功夫、唱歌，還有惹笑「慈善 show」，台上
同學全力表演，台下師生歡呼打氣，熱鬧非常。
　　晚宴上，多謝黃蕙蘭老師的精心製作，播放畢業同學昔日的成長片段。片段就像一幕一幕電影在眼前掠過，回憶在腦
海中蕩漾—同學們由稚嫩的小伙子到亭亭玉立、英姿颯爽的准中學生，看着片段的同學和家長們，百般滋味在心頭。
　　最後由鍾校長帶領眾師生合唱「朋友」，為畢業聚餐作結。在「遙遙晚空，點點星光……」下，整個聚餐洋溢着的師
生間的溫情、同儕們的依依之情，相信這回憶必定成為眾畢業同學值得回味的「那些年」!           

                                                 6D 畢業生 林婉晞   家長

2017畢業聯歡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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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委員心聲

　　大家好，很榮幸能夠加入家教會，在過去一年裏家教會的活動可以說是多姿多彩，有親子旅行、

講座、節日慶祝義賣等等......多謝大家的踴躍支持，使一群新加入的學生和家長更能融入滬江的大家庭。

同時參與家教會做義工，對學校了解更多，做過義工才明白家教會對學校的付出，深深感受到各委員

對學校學生的關懷，特別感謝大家的付出！

　　希望更多家長能繼續為家教會效力，協助籌辦各項活動，最重要是得到各家長和同學們的支持和

參與！

　　二十多年後再回到滬江的大家庭，心情真是很興奮。看到很多熟悉的老師，彷彿又回到了以前那

美好又快樂的時光。今年更幸運地能夠和一眾家長參與家長教師會的工作和活動，感受特別深刻！

　　在今年內大大小小不同的活動中，我看到老師們、同學們、家長們都很愛這個大家庭，每個人都

盡自己的努力令學校辦得更好。當中特別是同學們的表演和參與的活動，更令我感受到他們對學校的

熱愛，而老師們的用心栽培更是功不可沒。

　　今年是母校三十週年的大日子，在此我衷心祝賀滬江小學：生日快樂！同學們 學業進步，更上一

層樓！

　　自小女知恩出世後，便搬到康怡花園居住，每朝早出門上班，看到滬江的學生乖巧文靜，彬

彬有禮，個子小小的背著不同大小的中西樂器，看著他們每位面上掛著笑臉，開心愉快地上學。

心裏想著一所重視音樂、品格和學業的學校，實在是一所難得的好學校。我心裏便出現一幅美麗

的圖畫，我的小孩能在這學校開心愉快地完成六年的小學生活，這是我們所渴望的﹗

　　當為大兒子知行尋找小學時，滬江小學便成為我們的首選。學校提供種類繁多的多元學習活

動，讓知行在小一便有機會學習到不同樂器。特別感謝學校能有充足的資源，可以聘請到師資優越

的小提琴老師（梁老師及周老師），透過他們的教導，大大提升學生的能力和興趣，而知行就是在

這時候尋找到自己的興趣。而且學校每兩年舉辦一次大型音樂會、更有機會參加校外表演或比賽，

可以讓小朋友有更多演出機會，增強自信心。可見學校在培育小朋友的藝術修養，下了不少苦工。

　　今年是滬江 30 週年音樂會，小兒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參與最後一次音樂會，但小女卻興奮的

參與她第一次的音樂會。在此多謝鍾振文校長及各位老師為學生們悉心的教育，祝願滬江小學繼

續培育未來香港社會棟樑、春風化雨﹗

4A 施均樂媽媽 — 吳筱碧女士

2B 馮希賢媽媽 – 李蕊冰女士

2D 戴知恩、5B 戴知行 媽媽 – 梁小敏女士

6B 張修銘 媽媽 – 陳寶玲女士

2C 杜卓軒、5B杜卓瑤 媽媽 – 蔡月琴女士

　　時光飛逝 ! 回想起 8 年前小女於滬江小學畢業的情景仍瀝瀝在目，轉眼間今年到小兒

小學畢業啦 !

　　學校除了讓學生學習知識外，更為學生提供多樣化的課外活動和服務團隊，培養學生

不同的興趣、技能和提供表演機會，加強自理能力和自信心。小兒參加游泳隊、男童軍、

歌詠團；擔任升旗手、午膳領袖生和放學歸程隊隊長，從中獲益良多。

　　4 月底學校舉辦 30 週年音樂會，小兒抱著期待和依依不捨的心情，參與在小學最後一

次的音樂會表演。

　　過去數年有幸成為家教會其中一位委員，一方面加深對學校的了解，另一方面加強與

子女的溝通，希望未來家教會的運作順利，延續家校合作的精神。

　　最後祝滬江小學未來繼續培育更多優秀學生，感謝校長和老師們多年的教導 !

　　這一年，有幸參與家長教師會之工作：每月 2 次家長到校、監察和試食午膳供應商供

應之膳食，從而提出建議，協助改善食物質素；還有逢星期五到校協助扭氣球導師之義務

工作等，令我由一位「典型全職媽媽」逐漸變成一位更有自信及有使命感的人﹗

       藉著參予家長會之工作，使我對學校更加瞭解，有機會與各委員一起籌備各項活動，

加強家長之間的聯繫。各委員勞心勞力，而大家的目標都是一致的：都是為關注學校未來

的發展及學童的成長而努力，從而達到「家校合作」之精神，更重要的是多謝各家長們積

極參與，才能令各活動得以順利舉行。

      新一屆委員即將誕生，希望家長們能續支持及參與家長教師會之活動﹗

      最後祝願校長、各位老師及各位家長、同學們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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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陳栢霖、2C 陳鎧霖媽媽

2B 郭宇詩爸爸

4C 李淦申爸爸

　　記得第一天牽着女兒的小手踏進滬江小學，我們懷着戰戰兢兢而又充滿好奇

的心情開始了我們人生階段一個新的開始。

　　從那天起，滬江小學就成為我最重要的育兒夥伴，好像是要肩並肩一同努力

去輔助和支持女兒面對人生未來六年的種種挑戰。

　　轉瞬間，第二個學年也快要過去，我兩個小朋友也快要完成一、二年級了。

從前心中的疑慮和擔心都消失了，因為我從兩個寶貝臉上的笑容和自信，看見我

們努力的成果。

　　無論在知識和品德方面，兩個小朋友的進步實在令我感到驚訝。作為幼兒的

媽媽，一直為小朋友擔心很多事情，甚至低估了他們的學習和辦事能力，幸好滬

江小學校長、各位教職員都有着資深的經驗，非常耐心地教導和指引他們，令他

們能在愉快、正面及多元化的學習環境中慢慢發揮到自己的能力，也令我這位「呵

護備至」的媽媽也慢慢地學會「放手」。

　　最後多謝各位老師、家教會給予我很多機會參予學校各種義務工作，有幸能

為學校的發展和小朋友的成長盡一點綿力，希望來年能夠繼續為學校服務，以答謝

學校為我們的小朋友付出的努力﹗

　　我問女兒：「在滬江讀了快兩年了，你能寫一寫你對這所學校的感受

嗎？」

　　女兒於是爽快地寫下： 「我很喜歡滬江小學！」

　　我接著問：「是嗎？滬江令你有甚麼改變嗎？」女兒接著寫下：「已經

二年級下學期了。回想我剛來這裏的時候，很多東西都不會做，很多字都不

會寫。但老師很有耐心地教我們，經常鼓勵我們。有時候還會送些小禮物給

我們。 我很感謝老師，她會指出我做得不對的地方，所以我有很大的進步。」

　　我再問：「滬江還有甚麼是你喜歡的？」 

「我也喜歡視藝課，視藝老師教了我們很多東西。 我長大了要做畫家。我一

定要努力學習，好好聽老師的話。」

　　誠然，作為家長，誰不希望自己兒女文武雙全、品學兼優？個個考第一

是不可能的，但個個愉快學習是可以的。對於我來說，女兒的一句「喜歡滬

江」，已代表她愉快，已讓我感恩！ 衷心祝願每一位同學都「快快樂樂在滬

江」﹗

　　在填寫這次上海尋根之旅的報名表時，勾起了童年時父親帶我回鄉探親

的回憶，轉瞬間便到自己陪伴兒子回內地認識其小學的母校，真是感受良

多。

　　這五天尋根旅程非常豐富。當天抵達上海吃過午飯後，便到和平飯店，

黃浦江外灘及南京路步行街觀光。隨後四天，我們拜訪了母校「上海理工大

學」及其附屬小學，並遊覧上海科技館、東方明珠塔、上海迪士尼樂園、上

海書城、城隍廟、上海老街、上海世博會博物館 BMW 上海體驗中心和田子

坊等景點。

　　在眾多行程中，我最喜歡是拜訪上海理工大學附屬小學。行程安排了我

們與當地學生一起上課和共進午餐，令小兒親身感受內地的學習環境和學生

們的學習態度，也品嘗了地道的學校午餐，還結識了很多新朋友，他們還互

相交換聯絡資料。我真心希望藉着這次旅程的親身體驗，令新生代長大後將

這份尋根精神承傳下去。

家長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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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舜生老師

李紅老師

沈美玉老師

周宇健老師

　　我很榮幸加入滬江小學這個大家庭，亦十分感謝校董、校長、各位教師和

員工們的關懷及支持。

　　回想我在英國生活超過十年，認識了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教育方式，例如

用音樂教學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和表現。對老師來說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是一種

挑戰。這令我想起 Ward 的金句：「一般老師講授，良好的老師講解，超凡的

老師演示，偉大的老師啟發。」

　　這一年，最開心的一件事就是能夠與學生建立良好的關係。「先勞後逸」

是我想帶給學生一種的學習態度。基礎語文與科技，電腦及運算能力是必要

的，但是體藝和興趣不能不顧。

　　教育是一個人生超越課本和功課的過程。教育方法因人而異，沒有單一方

法適合每一個學生。以愛，仁慈和忍耐為主，我希望培育每一個學生使他們在

品格和成績方面皆有增益。

　　祝大家身體健康、學業進步﹗讓我們一起努力工作，共創美好的明天！

　　每當李老師聽到「下一站是太古」時，精神都會為之一振， 因為在李

老師腦海裡浮現的都是滬江小學裡的每一個成員，大家都是笑臉迎人，樂

也融融。

　　不經不覺，我加入滬江這個大家庭都半年有多，看見同學們不斷努力，

不斷進步，心中真的感到欣慰萬分。

　　其實同學們的潛能真的無限，願我們一起在有限的時間裡創造無限的

可能，帶給別人無限的希望。

　　最後，謝謝大家給我的支持和鼓勵﹗

　　大家好！我是沈美玉老師，很高興本年度可以加入滬江小學這個大

家庭。我一直十分享受教學，同學不僅從學習中獲得啓示，個人亦從中

不斷成長。我很珍惜每天與同學相處的時光，看到他們掛着歡笑的臉兒

上學，我也感到無比滿足。在往後的日子裏，我願竭盡所能，讓同學們

領會學習的樂趣和意義。在此祝願各位同學都有個愉快的校園生活！

　　大家好，我是教授英文和常識的周宇健老師。很

高興能夠加入滬江小學這個大家庭。因為自小在東區

長大，很榮幸可以回來為自己熟悉的社區服務。滬江

小學的同學大多聰明靈巧，勤奮好學，並且有良好的

家庭背景。希望同學可以以此作為優勢，為自己的未

來和夢想努力。

老師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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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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年度家長教師會
通訊編輯委員

　　　　顧　　問：鍾振文校長、陳偉倫主席　　　　　統　　籌：胡詠敏老師
　　　　編輯委員：李雁群副校長、胡文慧女士

財務報告

滬江小學家長教師會

收支總結表
2017年 4月 1日至 2018年 3月 31日

HK$ HK$
收入項目:
家長教師會活動: 母親節賣花收入 (2017) 2,523.00                       
家長教師會活動: 父親節賣橙收入 (2017) 2,552.00

98,874.00
4,296.00

政府資助收入 (2017) 5,000.00
27,250.00
82,000.00

家長教師會活動: 書法班學費收入 (2018) 14,400.00
家長教師會活動: 家長義工燒烤活動收入 (2018) 4,020.00
政府資助收入 (2018) 5,000.00

245,915.00         

支出項目 : 
(3,000.00)

家教會活動筆袋製作費 2017: Po Lai Kam Transfer Factory (Ref Cheque#39258) (5,000.00)
母親節賣花花店 2017: 櫻花店 (Ref Cheque#865371) (2,700.00)
家教會通訊編製 2017:美圖設計印刷公司 (Ref Cheque#865372) (4,660.00)
家教會AGM活動 2017 : 丹尼飲食公司 (Ref Cheque #865373) (9,500.00)

(4,080.00)
父親節賣橙活動2017: 穏全店 (Ref Cheque#865379 (3,150.00)
家長教師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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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小六學生畢業晚會餘款: Regal HK Hotel Balance Payment (Ref Cheque (62,359.40)
家長教師會2017 小六學生畢業晚會: 紀念品 (Ref Cheque#865375) (1,440.00)
家長教師會 2017 小六學生畢業晚會: 抽奬禮物 (Ref Cheque#865375) (5,077.20)
家長教師會 2017 小六學生畢業晚會: 禮物 (Ref Cheque#865381) (160.00)
花籃: Luen Ngai Fower Shop (Ref Cheque #865382) (600.00)
家長教師會 2017 小六學生畢業晚會: 禮物 (Ref Cheque#865383) (4,051.00)
銀行行政服務費 (160.00)
家教會活動2018敬師日: 生果費用  (Ref Cheque# 865383) (680.00)
家教會活動2018敬師日: 生果及生果籃  (Ref Cheque# 865383) (200.80)
東區家長教師會2018會費 (Ref Cheque# 865387) (300.00)
家長義工背心  (Ref Cheque# 865388) (1,860.00)
家長教師會活動 2018 : 親子旅行費用 (Ref Cheque #865389) (69,460.00)
家長教師會活動2018: 親子旅行抽獎 (Ref Cheque #865390) (4,486.50)                      
全年義工活動保險 (Ref Cheque #865391) (2,341.00)                      
家長教師會活動 2018: 家長義工燒烤活動 (Ref Cheque #864261) (4,261.80)

(229,527.70)        

16,387.30

資產負債表
於2018年3月31日

HK$
流動資產
銀行存款 (截至2018年3月31日) 109,164.69         

累計盈利
92,777.39
16,387.30

109,164.69         

滬江小學家長教師會
收支總結表

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

HK Jockey Club資助收入 (2017)

2017-2018會費收入

承上年度盈餘
預計本年度盈餘 (截至2018年3月31日)

家長教師會活動: 親子旅行收入 (2018)

家長教師會活動: 小六學生畢業晚會收入 (2017)

家教會飛躍進步獎活動 2017: 書卷  (Ref Cheque #392660)

家教會飛躍進步獎2017 : 奬盃 (Ref Cheque #865374)

預計盈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