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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會務報告

在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家長教師會已經服務

了六年，期間也處理了不少事務，雖然付出了很多

時間和精神，但是獲益良多。

家教會的會務能夠如此暢順，全賴有一群盡心

盡力、願意付出的委員，發揮團隊精神，把每件事

情都做得盡善盡美。 

家教會的活動多采多姿，相信很多家長和同學

都曾經參與其中。活動的成功，除了有盡責的老    

師，還有勞苦功高的家長義工，你們用絲絲的愛，

燃點着點點的光，照耀馬主風每一角落。希望你們

能夠繼續燃點，使這點點光能繼續發熱發光。 

玆向全體會員匯報過去一年本會的工作：

‧  2015-2016年度共有365名家長加入本會成為會 

員。

‧  招募到118位「家長義工隊」成員，協助處理圖

書館及運動會場務等事宜。

‧  頒發「家長義工五年服務獎」予7位家長。

‧  出版「家長教師會會訊」及派發「小一新生入學

錦囊」，加深家長、教師及外界對本會的認識。

‧  按年級設立「聯絡專員」，讓家長更容易找到  

「負責人」作諮詢。

‧  優化「家長義工隊」的編排，讓更多家長能參與

義工活動，多了解學校的運作。

‧  出席校方功能小組會議，監察校車、校服和飯盒

供應商的服務、價錢、質量等是否合理。

在這年度共舉辦了12個專題講座、工作
坊和公益項目：

1. 2015年10月2月─「讀寫多樂趣」家長講座，

共58名家長出席。

2. 2015年10月10日─第十八屆會員大會及「溝通

的目的及模式」家長講座，共有208名人士出   

席，其中會員為186人。

3.  2015年11月1月─「生命、心靈及價值教       

育─孩子夢飛翔」聯校家長講座，共13名家長

出席。

4.  2015年11月及2016年5月─「愛心送暖」舊校

服回收，兩次活動共派出682件舊校服予有需要

同學。

第十八屆（2015~2016年度）損益計算書 
（二零一五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家長教師會財務報告

 收入 HK$ 支出 HK$

 會員（共365個會員家庭） 18,300.00 親子旅行費用 81,766.00
 教育局津貼 15,129.00 親子旅行抽獎活動禮物 1,982.00
 親子旅行費 75,264.00 會員大會聚餐到會食品 2,500.00
 存款利息 0.12 「溝通的目的與模式」家長講座費用 6,000.00
   「如何提昇孩子道德觀」家長講座費用 800.00
 合共收入 108,693.12 「性教育」家長講座費用 700.00
   「故事爸媽」工作坊費用 1,650.00
   購買長期服務紀念品7份 875.00
   銀行賬戶服務費 (9/2015-8/2016) 240.00
   年結文件銀行行政費 (2014/2015年度) 447.70
   印製會訊2000份 3,700.00
   購買家長義工保險費 400.00
   購買會務雜項費 149.60
   本年度盈餘 7,482.82

  108,693.12  108,693.12

5.  2015年11月27日及2015年12月4日─「故事爸爸媽媽」工作 

坊，每次各有17名家長出席。

6.  2015年12月13日─「如何提升子女的寫作及理解能力─記敘

文」家長講座，共58名家長出席。

7.  2015年12月21日─開心便服日，為愛德基金會籌得港幣

36,116.60元。

8.  2016年2月2日─「親子同樂遊─屏山文物徑及天水圍綠田   

園」，共有594名會員及家屬報名參加。

9.  2016年2月27日─「如何跟子女談性」家長講座，共99名家長

出席。

10. 2016年3-4月─與學校及聖提多堂合辦「相聚一刻」家長感恩

分享活動，一連五次活動，共65名家長參加。

11. 2016年4月30日─「如何提昇孩子道德觀」家長講座，共有38

位家長出席。

12. 2016年6月20日及2016年6月27日─邀請到環宇健康中心為小

一及小五全體同學進行足脊檢查。

時光飛逝，女兒今年已經升讀中一，我在馬主家教會的職務也

劃上完美句號。期望新一屆的委員能夠薪火相傳，繼續為學生謀福

祉。

祝願馬主風一眾師生、家長，身心健康，生活愉快！ 

第十八屆家教會主席 梁麗芬

2015-2016



「三恩教育─知恩、感恩、報恩」，第一眼看見這個講題及講員是梁
紀昌校長已經十分吸引我，即使地點非常遙遠，當天大雨下不停，也無阻
我和兒子出席這次講  座。

當日，梁校長講述「人要懂得『感恩』，首先應先學會『知恩』，知
道這份恩情，才會『感恩』，感激這份恩情，繼而『報恩』，回報這份恩
情。」當中還引入了不少故事例子，讓我更加明白和體會三恩教育的意義。
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多「恩惠」，只是我們有沒有對此「恩惠」作出回應。
現今的父母都不寄望子女報恩，只要學有所成，懂得照顧自己就可以。但
梁校長清楚讓我們知道要教養孩童明白恩情所在，要感謝擁有的一切，最
後作出感恩、報恩的回應，才是完整的體會，深深明白教導子女作出對父
母恩情的回應，是應有和合理的教導。

我相信每位父母都渴望子女得到幸福的人生，而「知恩、感恩、報恩」
正是梁校長提及幸福的人生不可或缺的元素。

最後，感謝梁校長在這次講座讓我上了寶貴的一課，以及感謝學校為
家長們細心安排此講座。

1C 黃立祈家長

羅美嫻 (家教會總務)
大家好！我叫Carol。
時光飛逝，兒子剛於去年小學畢業升中，而女兒已是小學二年級生，感謝學校對二人的培育，至令

兩個懵懂的小孩變成守紀律、懂事的好孩子。
學校是孩子的第二個家，慶幸自己在過去六年能參與學校義工工作，陪伴孩子成長，今年更加入

了家教會並成為委員之一，令我獲益良多。開學至今，我已與委員們一起籌備和協助進行不少學校活
動，當中很感謝學校和家長們對我的信任和支持，令我的生活變得精彩、充實和留下深刻回憶，最欣
喜及感激的是可以與兩個孩子在老師們孜孜不倦的教育下，一起茁壯成長。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感謝劉校長、鄺副校、歐陽副校、各位主任、老師、書記、校工們及各位家
長好友在這六年對我和孩子們的關懷及愛護，在此祝福大家常常喜樂、主內平安！

郭翠冰 (家教會秘書)
大家好！我的小兒於去年九月入讀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一年級，我很榮幸能夠

成為家教會執行委員一份子。
在過去數月參與的活動中，使我對學校的運作更加了解，不但能掌握學校的最新

動態，更與兒子多了共同話題，而最難能可貴的是認識到一班志同道合的家教會執行委
員會、老師、家長及義工們，讓彼此在各活動中，交流和分享管教子女的心得及難處，
並從中互相鼓勵，使我獲益良多。 

在未來的日子，我會繼續努力作家長與學校溝通的橋樑，為我們的子女締造愉快
校園生活。

張明添 (家教會總務)
大家好！你們可以簡單地稱呼我－「Tim」。本人畢業於中文大學電子工程系，現職

市場銷售管理。
小兒今年能夠入讀心儀已久的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一年級，真的非常感恩。我除

了希望能夠與小兒一起享受學校生活外，更期望可以為學校、家長和學生作出貢  獻。小
學是小孩成長的一個重要階段，本人定必盡力與學校共同促進同學們在學業和身心各方
面的健康成長，更會透過家校緊密合作，籌辦適合的活動讓大家參與。

在過去兩個多月，看到很多義工家長積極地參與學校不同的活動，更令我明瞭家庭
與學校的連繫是非常重要的。往後，本人會加倍努力，希望能達到「家校心連心，關愛
滿一生」的目標。

「如何提升子女的寫作及

理解能力―議論文」

歡迎加入家教會大家庭

童心學感恩聯校家長講座

2016年12月10日，我參加了學校舉辦的講座─

「如何提升子女的寫作及理解能力──議論文」。

講者吳茵茵姑娘講解得非常清晰，使我對議論文有

了一定的了解。現在，小兒學寫議論文時，我都可

以有信心地從旁教導，真是非常感謝學校能舉辦這

項活動。

5E 莊康文家長

家長講座感想



本校家長教師會第十九屆會員大會已於二零一六年十

月八日(星期六)順利完成，我們感謝家長在百忙中抽空出

席。回顧過往一年會務能得以順利完成，全賴一眾家長義

工們的全情投入和無私付出，讓我們感受到大家對家長教

師會的支持。

當天會上，除了主席及司庫匯報會務及財政報告外，

還有校董車品豪牧師及劉凱芝校長頒授上年度熱心義工感

謝狀、長期義工服務獎及「香港聖公會小學家長進修學 

院」證書予有關家長。

本年度的專題講座主題為「讓孩子在感恩、鼓勵中成  

長」，主講嘉賓為資深作家、家庭教育及青少年工作者 

羅乃萱女士。羅女士首先介紹孩子的四種行為模式，包括

掌控型、影響型、穩定型和謹慎型，繼而指導家長建立健

康快樂的家庭氣氛，並以「愛的語言」及鼓勵的方式，讓

孩子常存感恩之心。講座的內容精彩實用，講者的談吐風

趣幽默，透過與觀眾的互動，為大家注入了許多正能量，

使家長感受到和孩子相處是充滿驚喜的。

最後，教師與家長一邊享用美味茶點，一邊坦誠交流

教養孩童的心得，充分體現家校合作的精神，為是次活動

劃上完美的句號。

2016-2017 年度家長校董選舉
陳美雲女士及李少蘭女士分別
當選為2016-2017 年度家長校董
及替代家長校董。

感謝各位家長大力支持，並恭喜陳美雲女士及李少蘭
女士！

進行點票前，各人一同拍照

看！投票箱內放滿很多選票同學們將選票放入投票箱

本校已於2016年11月18日完成家長校董選舉，當日共收
到選票 1069 張，而空白票及無效選票則各佔 41張及 18
張。點票結果如下：

 候選人編號 候選人姓名 得票數目

 1 陳美雲 617

 2 李少蘭 516

2016-2017 年度家長校董選舉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頒發「香港聖公會小學家長進修學院」證書

頒發熱心義工感謝狀

家長們專注投入地聆聽着精彩的演講

羅乃萱女士主講 ──「讓孩子在感恩、鼓勵中成長」



地址： 新界沙田馬鞍山寧泰路35號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電話： 2604 8487
傳真： 2630 9855
電郵： skhmospta@gmail.com
網址： www.skhmoshs.edu.hk

編輯委員會
顧問： 劉凱芝校長
委員： 鄺麗珠副校長
 徐詠芝主任  陳愷妍社工
 周裕萍女士  傅玉華女士  許健生先生

第十九屆 (2016-2017年度) 

執行委員
執行委員

顧　問： 劉凱芝校長

主　席： 周裕萍女士

副主席： 陳美雲女士 鄺麗珠副校長

秘　書： 郭翠冰女士 吳少杏老師

司　庫： 劉牧之先生 黃家 主任

教　育： 許健生先生 陳愷妍社工

學　術： 傅玉華女士 徐詠芝主任

康　樂： 李施源女士 金柏翰老師

總　務： 羅美嫻女士 張明添先生

 游子行主任

各級聯絡專員

一、二年級 羅美嫻女士 6376 0863

 張明添先生 9183 3221

三、四年級 陳美雲女士 9019 8003

 傅玉華女士 9220 8105

五、六年級 周裕萍女士 9267 8814

 李施源女士 9282 7985

各功能組別家長代表

校車及校服 ： 羅美嫻女士

膳食  ： 許健生先生

  郭翠冰女士

小食  ： 李施源女士

  羅美嫻女士

書簿  ： 傅玉華女士

＊ 如家長有要事查詢，可向有關級別       
「聯絡員」聯絡。

 在此，感謝以上委員提供聯絡電話。

下期會訊主題：「分享鼓勵及讚賞子女的     

方法」 

誠邀各位家長就此主題投稿，分享鼓勵及讚賞

子女的方法，亦歡迎推介一些鼓勵及讚賞子女

的好書。

來稿請電郵至：skhmoshspta@gmail.com會訊編

輯小組收，並附作者及子女姓名，就讀班別和

家庭照一張（相片另存JPEG檔）。會訊編輯小

組有決定刊登及修訂內容之權利。來稿字數約

200-300字，截稿日期為2017年5月12日。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
家長教師會

會訊徵稿

第19屆執行委員合照

(20/12/2016)

為愛德基金會「活水‧行」活動籌募經費，合共籌得善款$38,887.50。善款用於為中國困難鄉村建設飲用水
系統及保護水源地，讓村民能可持續享用安全可靠的活命水。

(10/12/2016)

陽光燦爛的星期六，齊齊顯愛心，本校共有182對親子參加親子賣旗日，為「香港女童軍總會」籌款。親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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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便服日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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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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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愛德基金會「活水‧行」活動籌募經費，合共籌得善款$38,887.50。善款用於為中國困難鄉村建設飲用水
系統及保護水源地，讓村民能可持續享用安全可靠的活命水。

(10/12/2016)

陽光燦爛的星期六，齊齊顯愛心，本校共有182對親子參加親子賣旗日，為「香港女童軍總會」籌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