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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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sap-pta@sap.edu.hk
網址：https: / /www.sap.edu.hk

二零二零年五月　第二十七期

家校愛的培育 滬苗茁壯成長
校監的話

校長的話

散發音樂魅力 展現科創潛能

　　本校的辦學團體一直重視培養孩子有良好的閱讀習慣，孩子能從書中增長知識，開闊眼界，還能滋養心

靈。因此，本校希望透過重修圖書館為滬江孩子打造一個良好的閱讀環境，鼓勵滬江孩子擴闊閱讀領域，深

化閱讀層次。本人和辦學團體十分感謝各位家長和滬江孩子響應我們的籌款活動，支持這次圖書館重修計劃。

至目前為止，辦學團體合共籌得約 130 萬元。家長們的愛，成為這次重修計劃的動力。本人期待家校合作，

攜手打開閱讀之門，與學生一起享受閱讀的樂趣，一起走進奇思妙想的世界。

　　在學期初，本人與小一家長會面，介紹辦學團體的辦學理念。本校以「信、

義、勤、愛」為校訓，致力培養學生「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的發展。

家長十分認同本校的辦學理念，與孩子一起加入「滬江大家庭」。本人深信滬

江孩子在老師和父母的關愛下，小小的幼苗，必能茁壯成長。

　　本人和辦學團體感激家教會主席陳偉倫先生和副主席鄧盈慧女士帶領家教

會與本校並肩同行，團結一致，令滬江的孩子展現風采。明年家教會慶祝成立

30 周年，本人和辦學團體祝願家教會的發展更加美好，家校一心，共同為培

育滬江孩子的健康成長而努力。

　　踏入 2020 年，我們舉行了「STEM 科技嘉年華」，讓大家認識我們具特色的校本 STEM 課程，例如

︰虛擬實境及擴增實境資優課程、Hour of Code、micro:bit、機械人公開賽資優課程、科學研究社、 MRT

機械人程式設計等。在嘉年華中，滬江孩子帶著對科學探究的熱誠，擔任小導師，展現他們的科創潛能。

我們推行多年的 STEM 課程，老師和家長們對他們的悉心培育，已見成果。

　　原訂於 3 月份舉行的「愛之樂」音樂會，因疫情影響，辦學團體無奈宣佈停辦。我們知道滬江孩子為

了是次演出傾盡全力去準備，這次停辦音樂會難掩他們失望之情。但我們會安排滬江孩子在其他的活動中

展現他們努力的成果，透過舞蹈、話劇、樂器等表演，散發音樂魅力。本人和全體老師感謝家長們在停課

期間為滬江孩子不斷打氣，給予鼓勵與支持，成為他們的動力泉源。滬江孩子的成功，正是家校合作的成

果。

　　我們舉辦的活動中，幸有家長義工的幫忙，我們在

STEM 嘉年華中，家長義工為我們捲出甜滋滋的棉花糖，

急救義工為我們付出無窮的愛照顧有需要的朋友，協助

帶隊比賽的家長義工悉心照顧滬江孩子，旅行的家長義

工帶著滬江孩子享受大自然的風光，本人感謝各位義工

無私的付出。

過去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本人衷心感激家長教師會各

位家長，一直與我們同行，讓滬江孩子在愛中成長。

林貝聿嘉博士 G.B.S., O.B.E., J.P.

鍾振文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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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鄧盈慧副主席

家校一心 凝聚愛的力量

會 務 報 告

　　滬江小學家長教師會本著「家校一心」的精神，凝聚愛的力量，與「滬江」並肩同行。

　　今年，我們招募了家長義工擔任興趣班的導師，希望透過舉辦不同的興趣班，讓家長可以放鬆心情，促進

家長們之間的交流。滬江媽媽們運用一條條五彩繽紛的絲帶，加上一雙巧手，便製作出獨一無二的頭飾。本人

十分感謝家長導師與我們分享愛，家長們也把這份愛為「滬江」孩子做出美麗的頭飾。

　　為迎接來年家教會成立 30 周年，本會舉辦了「30 周年會慶標誌設計比賽」。我們收到很多參賽作品。家

長和滬江孩子發揮創意，為我們下年度的會慶活動添上色彩。

　　今年我再次小學畢業了﹗我的女兒是本屆畢業生，我們將一起離開「滬江」，不能繼續為家教會工作了。

我衷心感激「滬江」這個大家庭讓我的女兒在愛中成長，她每天都享受着快樂的校園生活。

　　我們要離開「滬江」，難免有點不捨。回顧過去，我很開心結識了一班家長委員和老師們，這份真摯友誼，

會一直存在我的心內。在此祝福滬江師生和家長們永遠身體健康，幸福快樂﹗

鄧盈慧女士

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本年度是不平凡的一年，由於經歷兩次停課，故很多活動都被迫取消。但在各委員的努力下，仍有部分活

動順利進行和開展籌備工作：

　　家長義工團隊：滬江家長們一呼百應，我們招募家長義工絕對無難度！他們協助學校進行活動，包括科技

嘉年華小食攤位、急救站的急救員、興趣班導師等。

　　敬師日：我們除了在九月份的教師節送果籃向教師表達謝意外，我們在 12 月份響應由「家庭與學校合作事

宜委員會」舉辦的第 26 屆「家長也敬師」運動，讓家長藉「敬師卡」向教導他們子女的老師致以心底的謝意。

　　30 周年會慶籌備工作：為了迎接來年 30 周年會慶，我們舉辦了「30 周年會慶標誌設計比賽」，並選出優

勝作品。比賽設冠、亞、季軍各一名，另各級均設優異獎，冠軍作品更會用於 30 周年的會慶活動上。

　　午膳供應商遴選及監察小組：經開公開招募及投票，一共 26 人的小組於今年 2 月組成。成員會透過試食、

參觀廠房等活動，評選供應商，期望能以公平、公正、開放的原則，為滬江孩子選出健康午膳。

　　本人再次感謝鍾校長、各位老師及各位家長的支持，本會活動才得以順利進行。

　　本人祝新一屆的委員工作順利，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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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 2019 年 5 月 25 日 ( 星期六 ) 下午二時正在本校禮堂舉行「2018/2019 年度週年會員

大會」 ；並即席依章通過 2019/2020 理事會理事名單。

　　期間由鍾校長、家教會主席、副主席及委員們分別頒發「傑出學生獎」、「最傑出學生獎」、「飛躍進步

獎」等多個獎項，並由本校同學精心演出多項節目，包括敲擊樂、啦啦隊、小提琴合奏和歌詠，令大會更添熱

鬧氣氛﹗會後更備有茶點招待家長和同學們，大家難得能聚首一堂，互相交流﹗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主　席：陳偉倫先生

副主席：鄧盈慧女士

司　庫：梁麗嬋女士

文　書：陳凱德女士

活　動：王琦波女士

　　　　鍾燕萍女士

　　　　吳秀芳女士

　　　　柯伯雄先生

聯　絡：張穎芝女士

顧　問：鍾振文校長副主席：林小慧副校長

司　庫：萬至祥老師

文　書：胡詠敏老師

活　動：梁思敏姑娘

　　　　梁慧儀老師

　　　　黃佩柔老師

　　　　陳耀珽老師

　　　　趙慧穎老師

聯　絡：李   紅老師

　　　　梁詠慈老師

教 師 理 事 委 員 家 長 理 事 委 員

第三十屆(2019~2020) 家長教師會理事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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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 9 月，家教會都會訂購果籃，在敬師日當天，我們除了和鍾校長一起致送果籃，向老師們表達衷心的

謝意外，更藉此讓同學和家長們簡單認識一下家教會的家長委員和職務。

1A 冼亮廷、1B 梁鉉昊、1C 杜彥璟、1D 潘柏銘、2A 陳俙莜、2B 陳博之、

2B 梁培昕、2C 李誠峻、2D 謝永燊、3A 關柏烑、3B 莫曉瑩、3C 林愷滔、

3D 龐逸朗、4A 施純壹、4B 邱凱檸、4C 馮德政、4D 林秀蔚、5A 張煒澤、

5B 吳嘉桓、5C 林嘉成、5D 吳昊熹、6A 陳嘉蕎、6B 盧樂晞、6C 吳家希、

6D 楊頌希

1A 姚舜禹、1B 林祖億、1D 吳昊原、

2A 關煥然、2B 姚緻雅、2C 莊穎瑤、

3A 關柏烑、3B 郭宇詩、3C 崔沛熙、

4B 王啟迪、4C 陳婧僖、4D 謝可柔、

5A 李卓恩、5B 黎縉洛、5D 陳子晴、

6A 曾頌銘、6C 陳柏賢、6D 李琦揚

1C 黃睿朗、2D 李可昕、3D 朱智恩、4A 陳惠喬、5C 林奉禧、6B 文浩鋒

「 最 傑 出 學 生 獎 」

「 傑 出 學 生 獎 」「 飛 躍 進 步 獎 」

2018/19年度
家長教師會獎勵計劃獲獎名單

2019-2020年度(第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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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 年度 (第三十屆 )
   理事委員就職禮

2019 年 5 月 25 日

2. 母親節活動 2019 年 5 月 10 日

3. 父親節活動 2019 年 6 月 12 日

4.2019 畢業聯歡晚宴 2019 年 7 月 6 日

5.2018-2019 家教會「活動獎勵計劃」頒獎禮 2019 年 7 月 8 日

6.9 月敬師活動 2019 年 9 月 10 日

7. 家長頭飾班 2020 年 1 月 16 日

8.30 周年會慶標誌設計比賽 2020 年 1 月至 2月

九月敬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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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母親節，我們都會訂康乃馨，讓

滬江孩子買來送給媽媽。我們事前提滬江孩

子，這是我們的秘密，不要告訴媽媽啊﹗結

果……就會變成公開的秘密﹗我們感謝各位

義工爸爸，在 2019 年 5 月 10 日，為孩子揀

選最美的一支花送給媽媽。

　　大家好，我是 3C 班諾瞳媽媽，很開心參加了

家教會舉辦的頭飾製作班。平日覺得比較漂亮的頭

飾都很昂貴，但原來自己都可以輕易製作到，而且

材料和工具都很容易購買得到，回家後還可和女

兒一起製作，真感謝家教會的安排和導師的悉心教

導。

　　除了學到製作技巧，我亦能和不同級別的家長

交流「湊囝 / 囡經」和選中學的一些心得，實在獲

益良多！

 3D 盧諾瞳媽媽

　　日常照顧兩個小朋友的生活實在非常忙碌，常

忽略了照顧自己的興趣，難得被抽中參加學校舉辦

的頭飾班，真的高興極了！可以在沒有負擔的情况

下，輕輕鬆鬆完成數件實用又漂亮的髮飾，真的很

有成功感。導師親切，而且十分熱心，能夠推動各

位家長投入製作每一件頭飾，並學會各種技巧，令

我們回家可以延續這一份興趣。更高興的是女兒對

於我的製作愛不釋手。這次頭飾班的體驗，真的得

益不少。希望將來能夠再有機會參與學校舉辦的興

趣班。

 3A 陳栢霖、4C 陳鎧霖媽媽

　　2019 年 6 月 12 日的父親節，家教會安排了

「送爸爸蘋果」活動。我們預備了一箱箱爽甜的蘋

果，讓同學們買回家，帶給爸爸一個驚喜。我們的

滬江孩子帶著笑容來到我們的攤位選購蘋果，看著

他們天真的笑容，就會感受到他們對爸爸的愛。我

們希望每位滬江爸爸咬一口蘋果，也甜在心呢﹗

母親節 —「媽媽，送您一支康乃馨」

父親節—愛的蘋果 家長頭飾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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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7 月 6 日 ( 六 ) 晚上，我們家教會於會所 1 號時尚康山 ClubONE 舉行畢業聯歡晚宴。為了籌備

這次晚宴，我們的家長義工及家教會委員一早便到達會場準備。我們的家長義工，悉心佈置場地，安排同

學綵排，務求當晚令校長，老師、家長和同學都有難忘的回憶。

　　這次也很特別，我們歡送三位老師—李雁群副校長、馮慧玲副校長和文美餘主任。她們將展開退休的

生活，我們為她們送上祝福。

　　畢業晚宴開始了﹗各班同學都為這次畢業晚宴，獻上不同的表演︰ 6A 班的同學合唱《青春的烙印》，

並由「鬼馬」大廚煮出的「心肝脾肺腎」，為當晚的嘉賓帶來不少歡樂；6B 班的「歌劇院」，還組成「滬

江七小福」，化身成 RAPPER，RAP 出六年來的校園點滴，顯出心思；6C 班唱出《我們的紀念冊》，平日

害羞於人前說話的同學們，也「大開金口」，唱出感情；6D 班的民族舞表演，每位女同學的笑容十分燦爛，

隨着節拍，跳出舞步，最令人驚喜的是男同學的參與，成為全場焦點所在。

　　最令人感動的地方，必定是播放成長片段的時候。大家看到孩子小一時的趣緻模樣，也忍不住笑了起

來﹗還記得學校在小一時安排家長到學校觀膳，家長可以與孩子合照做個紀念，看到這些照片時，大家都

興奮得大叫呢﹗當日的小孩，到了今天已成長起來，成熟了。

　　雖然同學們都要升中了，即將各散東西，但家長們之間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我們相信大家仍會保持

聯絡，互相關心；孩子們之間的純真友誼，也不會就這樣結束，「滬江」永遠都是我們的家﹗

我們家教會在此送上祝福，祝各位家長和孩子們幸福快樂﹗

2019畢業聯歡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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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亞軍 季軍

2A 徐煒軒 4B 蘇逸朗 6C 李嘉熙

　　2018-2019 年度的「活動獎勵計劃」頒獎禮於 2019 年 7 月 8 日在校內禮堂舉行，獲嘉許的同學約三百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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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看看同學們獲發本會精心設計的文具套裝的開心表情，便知道付
出的努力沒有白費﹗

　　為迎接來年 30 周年會慶，家教會舉辦了「30 周年會慶標誌設計比賽」。我們也歡迎家長與孩子一起合作，為我們設
計出具創意的會慶標誌。我們邀請了鍾振文校長、副主席鄧盈慧女士、胡詠敏老師和趙慧穎老師擔任評審。我們收到的參
選作品有些充滿童趣、有些別具特色。評審團最終順利選出得獎作品，成為 30 周年會慶標誌。我們會採用得獎作品印製在
我們來年的紀念品上。在此感激所有參賽者，感謝大家的支持，為來年 30 周年會慶活動揭開序幕。

家教會「活動獎勵計劃」頒獎禮

30周年會慶標誌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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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優異獎

二年級優異獎

三年級優異獎

四年級優異獎

五年級優異獎

六年級優異獎

1A 胡晉維

2A 李曉晉

3B 李方煜

4D 李琬琳

5A 楊子朗

6A 劉鎧宇

1B 佘柏賢

2B 蔣澄

3B 曾文芊

4D 張恩翹

5A 鄭凱蕎

6C 陳彥霖

1D 申浚堃

2C 吳卓凡

3C 謝永燊

5C 湯凝樂

6D 柯詠彤

1D 李芷澄

2C 張司博

3D 謝佩伽

5D 呂紀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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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蔡可澄家長 梁麗嬋女士

5B 林子徐家長 王琦波女士

1A 班熊靖柔家長

1C 馮德媛 5B 馮德政媽媽

　　已是第三年參與家教會委員的義務工作了，公務讓我更了解學校的方針，參

與不同活動讓我更了解孩子的學習環境，也讓我跟其他委員建立默契，實在令我

獲益良多！當然最重要的是加強學校與家長們的溝通，每年我都期望自己可以做

得更好，也希望更多家長可以積極參與家教會的事務！

　　參與家教會成為家長委員，對我來說是一件榮耀的事﹗

　　由於初次參與家教會的工作，所以對於運作不是十分熟悉，志在盡我綿力，抱

着能幫多少便做多少的態度。

　　通過出席家教會的會議，使我對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溝通更為清晰。我明白到家

校之間互相配合能夠培養更為茁壯的孩子，無論在德智體群上都可進一步﹗

　　2019 年 6 月至今，由於不同的社會因素影響，小朋友在學習方面時有阻滯，我

希望在未來困難重重的日子裏，家教會能發揮家校團結的精神，大家一起來努力﹗

　　大家好﹗我的女兒靖柔於 2019 年入讀滬江小學。入學前，我很擔心女兒

不能夠適應全新的學校，全新的同學和老師，但是開學後得知小女上學很開

心，而且學校亦為小一同學安排了「大手牽小手」的活動，讓小一新生可以

有一位大姐姐或哥哥帶領著去認識學校，本人十分欣賞這個安排，令家長很

放心。

　　我一直都很希望為女兒找到一間能愉快學習的學校，我找到了﹗滬江小

學除了能讓小朋友學習書本知識外，還安排很多課外活動讓小朋友參加，全

面照顧小朋友的身心發展。

　　校長的一句話令我深深感受到這間學校的教學理念跟我的想法非常相近，

學校希望教出有禮有質素的學生，並不是只看學業成績。我十分開心，我知

道小女在滬江老師的教導下，能成為一個有禮貌，對學習充滿熱情的好孩子。

　　各位滬江師生及家長，你們好！我是 1C 班馮德媛及 5B 班馮德政的媽媽

Carol。我十分幸運能在今年的 STEM 嘉年華當家長義工，負責「製作棉花糖」，

在此想分享當中的點滴。

　　我是負責下午部分，雖然負責上午的家長義工有分享她們的經驗，看似很

容易，但當自己做的時候卻並不簡單，不但要手眼協調，還要專注。我跟拍

檔也要有默契才能成功。最初未適應棉花糖機的性能，顯得手忙腳亂，頭髮也

全是糖絲，覺得自己十分「搞笑」。我跟拍檔一起想辦法，解決面前的困難，

大家很快便想出方法，掌握到技巧了。看見小朋友滿心歡喜地接過我們的棉花

糖，我感到很有成功感，使我更有動力去做得更好！德媛和我丈夫也有來支持

為我打氣，德政當天也是工作人員，負責維持「跳彈床」的秩序，他站足整天，

實在累透了﹗在「收檔」前，我也為他們做了愛心棉花糖，為他們加油！

　　在此我也想鼓勵同學，沒有事情一開始就能完美成功，就算是有，也比不

起經歷失敗、嘗試和改進這過程來得寶貴！

理事委員心聲

家長心聲



10

李惠茵老師
　　我是李惠茵老師，很高興這年度加入了滬江小學的大家庭。

　　滬江小學的學生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守規有禮，無論在課堂內

外，我們的學生都能守紀自律、尊敬師長、虛心受教；第二印象是

心地善良和樂於助人。

　　在我剛踏入滬江小學時，學生們對我甚表關心，主動告訴我有

關學校的一切，令我很快便能適應新的教學環境。希望我們的學生

能保持對人的熱心關懷，對學習的積極熱愛，成為各人心中的小天

使﹗

老師心聲

3A 盧芷晴媽媽

6C 鄺柏鎬家長

4C 陳穎嘉、6C 陳穎楠家長劉映琼

　　回想起三年前，芷晴派不到心儀的小學，我們徬徨極了﹗「叩門」那天

牽着她的小手進入滬江小學，一切很陌生。幸好「滬江姨姨」指示我們怎樣

去校務處，她的態度是那麼親切友善。接見我們的是鍾校長，校長那和靄可

親的笑容使我們放下緊張的心情。最後，芷晴還唱了一首歌給校長聽呢﹗

　　時光飛逝，芷晴已經在滬江小學讀三年級了。我很想多謝鍾校長和各位

老師們悉心的教導及培育，使她能在愉快、正面的氣氛下學習及成長。

　　最後，我也感謝家教會給我和丈夫擔任學校義工的機會，讓我們更了解

滬江小學的歷史及發展。芷晴越來越喜歡滬江小學，她還說將來想成為一位

老師呢﹗

　　從戰戰兢兢、粗心大意的小一生到成為今日充滿自信、處事小心謹慎的

小六畢業生，轉眼間已過了六年，柏鎬在滬江小學的關愛下成長，令我們十

分感動。

　　回想他剛剛入學的時候，我們事事替他擔心，每件事也要我們諄諄教導，

現在他已經可以和我們一起高談濶論，有時還會提出一些獨特新奇的見解，

令人拍案叫絕。事實上，我們也看見和柏鎬一起成長的同學們都成長起來，

處理事情愈來愈成熟，我們身為家長感到十分欣慰。

　　滬江小學除了培育學生謙虛有禮外，還給予他們豐富學習經歷和難能可

貴的學習機會，令他們在成長的路上多姿多彩。我們明白這完全是幕後功臣

—鍾校長和老師們努力的成果，我們衷心感謝。

　　最後祝願鍾校長、各位教師、家長和同學們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2020 年 1 月 12 日，是滬江小學一年一度的 STEM 嘉年華。那天天朗氣清，

熱鬧非凡。今次我的角色是美食閣「棉花糖姨姨」，且是有生以來首次親手做

棉花糖。排隊的人龍源源不絕，每位小朋友和大朋友臉上總掛著甜美的笑容，

這就是我和另一位家長義工的原動力了！

　　看似簡單的棉花糖，製作時原來一點也不簡單！還記得在我手中「出世」

的第一支棉花糖，形狀怪怪的，但在我面前的小朋友不但不介意，還笑著說

「謝謝姨姨！」最難忘的就是製作棉花糖時，原來「棉花」會不斷在空中飛舞，

完成任務後，我和「拍檔」也變成了白髮婆婆！ 

　　我從事社會服務多年，去年才成為全職家庭主婦，可以在小朋友學校當

家長義工，實在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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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美薇老師

陳耀珽老師

趙慧穎老師

黃佩柔老師

蕭燕唐老師

　　 大家好，我是這學年新加入滬江小學的莊美薇老師。

　　 今年是我第一年做老師，我非常榮幸可以加入滬江小學這個大家庭。這

段時間，我認識了許多學生，亦與同學們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在相處間，我

看到同學們除了上課時認真學習的樣子，也有可愛的一面。令我感恩的是，

每天同學們都會在課堂內分享他們的日常小趣事，為我帶來歡樂，也逐漸建

立了一種亦師亦友的關係。

　　 在這裡的每一天，我都感受到無盡的溫暖與關懷。感謝鍾校長及這裏每

一位同事給予我無限的勉勵和支持，讓我能勇敢地前進，實踐我的教學理念。

同時，我亦要感謝各位家長們支持與鼓勵，令我能夠更有信心去教導學生，

並攜手為同學們創造最美好的校園時光。

　　大家好，我是陳耀珽老師，很高興今年可以加入滬江小學這個大

家庭﹗

　　剛剛進入這個新環境工作的時候，難免會有些擔心和不習慣，幸

好在這裡遇上一班好同事及一群純良受教的學生，令我很快就融入了

這個溫暖的家庭。希望在往後的日子裡，可以繼續盡我所能，帶領同

學發展更多不同方向的才能。

　　大家好！我是趙慧穎老師，很高興能夠加入滬江小學這個大家庭。不知不覺

已在滬江小學任教了半年多，我認識了許多活潑可愛﹑多才多藝的同學。這份教

育工作充滿了挑戰，我偶爾亦會感到疲累，但每當我想起同學們掛著真摰的笑臉，

熱情地向我打招呼時，我又燃起了鬥志。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能與同學們一起學習，一起成長，享受愉快的校園生

活，亦祝願同學們都能找到自己的理想，成為才德兼備的社會棟樑。

　　大家好 ! 我是黃佩柔老師。今年是我第一年加入滬江小學這個大家

庭，我感到非常榮幸能夠在滬江小學任教。

　　滬江的孩子很優秀，他們在課堂中認真學習，遇到不明白的內容

會主動提問。正所謂「教學相長」，孩子們那種不斷尋求學問的精神，

讓我更有動力去進行多元化教學，透過互動的學習活動，讓孩子們學

得更多，看得更遠。

　　大家好，我是蕭燕唐老師，很高興今年能來到滬江小學工作。在校

我任教的科目有中文、常識、視藝及電腦，而我最擅長的是編程教學，

希望透過編程教學培訓學生的運算性思維概念，讓學生發展自己的解難

能力，讓同學都能正向地解決自己的生活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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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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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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籌及校對：林小慧副校長、胡詠敏老師
　　編輯委員：鄧盈慧副主席、陳凱德女士

財務報告

滬江小學家長教師會

收支總結表
2019年 4月 1日至 2020年 3月 31日

HK$ HK$
收入項目:

家長教師會活動 2019: 父親節賣蘋果收入 2,925.00       
家長教師會活動 2019: 母親節賣花收入 3,984.00       

4,922.60       
143,971.00   

會費收入 2020 28,620.00     
81,770.00     

266,192.60   

支出項目 :
(40,500.00)     

(2,342.00)       
(2,950.00)       
(1,816.02)       

(108.00)          
(1,140.00)       

(870.00)          
(173.00)          

東區家長教師會會員費2020 (Ref Cheque#587630) (300.00)          
小學六年級畢業晚餐2019: 紀念品 (Ref Cheque #587618) (246.40)          
小學六年級畢業晚餐2019:  老師紀念品 (Ref Cheque #587632) (1,845.17)       
小學六年級畢業晚餐2019: 抽奬禮物 (Ref Cheque #587634) (303.50)          
小學六年級畢業晚餐2019: 抽奬禮物 (Ref Cheque #587633) (838.00)          
小學六年級畢業晚餐2019:  老師紀念品 (Ref Cheque #587632) (602.00)          
小學六年級畢業晚餐2019: Club One (Ref Cheque #587636) (116,600.00)   
父親節賣蘋果活動2019 (Ref Cheque#587627) (2,040.00)       

(4,854.17)       
(2,600.00)       
(3,007.00)       
(4,800.00)       
(4,220.00)       
(8,000.00)       

(200,155.26)  

預計盈餘
66,037.34     

家長教師會活動 2020: 親子旅行收入 

銀行行政服務費

家教會活動敬師日2020: 生果費用  (Ref Cheque# 587638)

家教會通訊編製 2019(Ref Cheque#587623)

家長教師會活動 2019: 親子旅行收入 

小學六年級畢業午餐2020: Hotel Alexandra 訂金 (Ref Cheque #587644)
全年義工活動保險2020 (Ref Cheque #587643)
家教會活動親子旅行2020: 禮物 (Ref Cheque #587640)
家教會活動親子旅行2020: 禮物 (Ref Cheque #587641)
家教會開會茶水費用2020  (Ref Cheque# 587639)

家教會活動敬師日2020: 生果費用  (Ref Cheque# 587637)

家教會AGM 活動2019  : 到會 (Ref Cheque# 587625)

家教會AGM 活動 2019 : 紀念品  (Ref Cheque# 587628)
母親節賣花活動2019 (Ref Cheque #587623)
飛躍進步獎書卷2019  (Ref Cheque# 587621)

家教會飛躍進步奬奬杯2019  (Ref Cheque# 587626)

家長教師會活動 2019:小學六年級畢業晚餐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