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至 2019 第一期

「時間好比河水，只能流逝而不能回頭。」一句好傷感的字句，正正就代表著我執筆時的心情！
很慶幸可以認識到一班志同道合的老師及家長委員，隨著時間過去，彼此間增添了一份難能可貴的友情，我會
好好珍惜你們的每一份愛。回想六年來參與家教會之各項事務，着實是一份難能可貴的經歷，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每年各家委及一班默默付出的義工家長為「相聚一刻」籌備活動－製作美食及小手工費煞思量，由構思活動至揀選物料，
事事都親力親為。在製作過程中，大家不斷提出意見，務求「夠創」及「夠新」。這份合作精神，真的令我欣賞！最難忘是去年由
副主席教授的「和風匙扣」，得到各方面很大的迴響，老師們收到禮物後都發出驚歎聲。這一幕幕開心的片段，仍然在我腦海浮現！
本年度「相聚一刻」活動即將開始，今次會教大家製作的小手作也很精美，如果大家想學的話，就要踴躍報名。另外，本會一直也
很關注大家的健康問題，上年度首次舉辦了「太極班」，報名人數比預期多。
我藉此機會多謝劉校長一直以來對本會作出無限量的支持，不斷聆聽我們的聲音及優化學校的各項事務！最後，當然要稱讚一
班義工家長們的默默支持及付出，至令本會活動得以順利進行。在此，我希望各位以熱烈掌聲多謝他們。
玆向全體會員匯報過去一年本會的工作：
• 2017-2018 年度共有 435 名家長加入本會成為
會員。
• 招募到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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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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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家長教師會 財務報告
2017~2018 年度損益計算書
（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收入

HK$

會員（共 435 個會員家庭） 21,750.00
教育局津貼
15,372.00
親子旅行費
93,755.00
存款利息
0.12
合共收入

130,877.12

130,877.12

支出

HK$

親子旅行費用
100,785.00
親子旅行橫額製作費
500.00
親子旅行活動獎品
2,040.50
會員大會聚餐到會食品
2,500.00
會員大會家長講座費用
6,000.00
「故事爸媽」家長工作坊費用
1,782.00
「情迷上網」家長講座費用
1,200.00
「親子理財有道」家長講座費用
800.00
購買家長委員長期服務紀念品 1,250.00
銀行賬戶服務費 (9/2017-8/2018) 240.00
印製會訊 900 份
2,150.00
印製小一新生入學手冊 1000 本 6,900.00
購買家長義工保險費
310.00
購買會務雜項費
174.00
本年度盈餘
4,245.62
130,877.12

在這年度共舉辦了 15 個專題講座、工作坊和公益項目。
1. 2017 年 9 月 30 月─「讀寫多樂趣」家長講座，共 56 名
家長出席。
2. 2017 年 10 月 18 日─會員大會及「感恩、欣賞─是孩
子的重要養分」家長講座，共有 167 名人士出席，其中會
員為 151 人。
3. 2017 年 10 月 14 日─「與孩子一起跨過障礙賽」聯校家長
講座，參加人數有 30 位。
4. 2017 年 10 月 21 日─「喜樂同行十載情」聯校家長講座暨
家庭立願禮，本校共有 7 位家長出席。
5. 2017 年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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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200 人次參與。
6. 2017 年 11 月 17 日及 2017 年 11 月 24 日─家長故事工
作坊，有 18 名家長出席。
7. 2017 年 11 月及 2018 年 5 月─「愛心送暖」舊校服回收，
兩次活動共派出 629 件舊校服予有需要同學。
8. 2017 年 12 月 2 日─「自閉症人士福利促進會」親子賣旗
日，共有 153 位同學報名參與。
9. 2017 年 12 月 2 日─「敘事技巧層層疊─如何有系統地
提升子女的敘事能力」家長講座，共 46 名家長出席。
10. 2017 年 12 月 19 日─開心便服日，為愛德基金會籌得港
幣 39,251 元。
11. 2018 年 3 月 4 日─「情迷上網」」家長講座，共 32 名家
長出席。
12. 2018 年 3-6 月─家長活動「輕鬆一聚」，一連四次活動，
共有 100 多人次參與。
13. 2018 年 4 月 22 日─「親子同樂遊─沙頭角農莊」，共
有 614 名會員及家屬報名參加。
14. 2018 年 5 月 12 日─「親子理財」家長講座，共 35 名家
長出席。
15. 2018 年 7 月 4 日─邀請到環宇健康中心為小一全體同學
進行足脊檢查。
新一屆家教會即將誕生，希望大家秉承我們一貫的作風，
和諧團結，處處為下一代謀福祉，讓他們擁有一個愉快的校園
生活！
最後，本人謹代表家委們祝各位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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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主席周裕萍

家 長 講 座 感 想
伴讀有妙法

讀寫多樂趣

在我而言，遇到一本我認為對我孩子
有益的書時，腦海裏不期然有種潛意識，
就是要將書本的知識內容，盡能力塞進孩
子的腦裏去，希望他能明白書本的道理。
經過參加 2018 年 12 月 15 日的講座，我掌握到一些心得，就是如何吸引
及延長與孩子伴讀的親子時間，建立「有質素」的伴讀過程。
透過今次講座學到的技巧，我曾嘗試運用在本身從不主動看書的孩
子身上。從與他一起選擇書籍、進行資料搜集、製作小道具、注意自己
演說時的聲調、加強戲劇效果、豐富故事內容及一起討論等等，我發現
只要願意花多點心思及時間，不讓親子伴讀當作例行公事，整個閱讀過
程其實可以變為讓孩子期待的歡樂時光。

2A 陳柏賢家長

大家好！我叫 Nana，很榮幸今年能成
為家教會執委會的一份子。
小兒現就讀二年級，在上年度有機會
參與家長義工工作，發覺除了可以了解小兒
的學校生活外，更重要可以與他有更多共同
的生活話題，一同分享他的校園生活。而剛
剛過去的幾個月中，透過協助家教會不同活
動，令我更加了解學校的日常運作。除此之
外，我亦認識到一班執委會成員，大家為着
同一目標而聚在一起為學生的福祉而努力，
一切都令我獲益良多。
在未來的日子，我會做好這份工作，
成為家長與學校的橋樑，加強彼此溝通和了
解，令同學們有更美好的校園生活。

小女在幼稚園階段學習中文書寫的時間不多，更從
來沒有任何中文默書的經驗。上小學後，一下子要認讀
很多中文的詞彙，女兒和我都感到吃力。於 2018 年 9
月 29 日，我出席了「讀寫多樂趣」家長講座後，覺得
有莫大的幫助。教育心理學家林鈞鴻先生先講解學習中
文遇上困難的種種因素，然後講述在初小階段，家長能
夠陪伴子女學習是十分重要的。最後，他分享了五個學
習錦囊供家長參考，內容包括：一）擴充詞彙，練習敘
事能力；二）注意執筆姿勢；三）注意坐姿；四）閱讀
流暢度練習；五）認識字型結構及漢字形音義。得悉以
上方法後，我更有信心幫助女兒提升中文的讀寫能力。

1A 彭子悅家長

大家好！小女今年入讀小一，本人很榮幸得到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獲選成為家教會委員。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學校和家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我希望透過參加家教會的工作，更深入瞭解學校的運作和管理，
從而協助學校推行各類型多元化的學習活動；我亦希望成為家長和學校
的橋樑，把家長及學生的意見反映予學校，以期家校相長。在任期內，
我將與各家教會委員和學校師長，一起籌辦各類型有益家校合作的活
動，促進家校聯繫，為學生謀福祉。

康樂 伍泳雅

學術 陳凱欣

大家好 ! 我叫 Thomas，心中既感恩且榮幸得到眾家
長及教師的支持，能夠擔任家教會執行委員的總務工作。
自初次參與家教會會議後，深深體會到「馬主風」
這個大家庭真是十分可貴，昔日曾有多少位老師及家長
義工們付出寶貴時間和無法斗量的汗水，才能成就今天
滿有愛心的「馬主風」大家庭。然而對我個人而言：「教
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算到老他也不偏離」，要
肩負做父母的責任已是一個重大的挑戰。要關愛及照顧
校內 817 位小朋友，於安排每一個家教會活動的細節上
都望能力盡完美，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衷心感謝過往各位老師和家長義工們無私的付出，
期望能夠傳承這一份愛，能締造一個更優質的學習環境。
縱使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和挑戰，只要跟隨天父的帶領，
憑着信、望、愛，必能夠克服所有困難和障礙，培育更
多的小幼苗，讓「馬主風」能夠蓬勃發展，更創輝煌。

總務 鍾國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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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大家支持！讓我可以擔
任家教會委員總務一職，能為學校和
孩子盡一點綿力。
作為一位在職媽媽，常常要為兼
顧家庭與事業的平衡而掙扎，但能夠
參與家教會工作，確實是獲益良多！
能為孩子和同學們的成長付出一分
力，這一份喜悅的感覺真是筆墨難以
形容的。
參與家教會工作短短數個月，很
慶幸能參與和協助多個家校合作的活
動，深深體會各委員在推動學校活動
的無私奉獻，以及各家長義工積極參
與活動的熱忱。
在往後的日子，我會盡我所能
和大家一起繼續為小朋友的成長而努
力。

總務 任寶兒

2018-2019 年 度 家 長 教 師 會 會 員 大 會

梁繼璋先生主講
──「鼓勵與讚
賞，親子齊共享」

   本校 2018-2019 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已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三日
   ( 星期六 ) 順利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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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與讚賞，親子齊共享」，主講
嘉賓為著名電台節目主持人梁繼璋先生。梁先生指出每位父母都是
孩子們的啟蒙老師，如能同時成為子女的最佳拍檔，互相支持與鼓勵
的話，對於彼此的關係絕對有正面作用。
梁先生還藉着提問現場家長小時候的快樂回憶，帶出陪伴子女的重要
                                                     性。如果家長能在繁忙的生活，抽
                                                     出時間來陪伴子女，就能
                                                     一起創造更多快樂回憶。

頒發熱心
義工感謝狀

2018-2019 年度
執行委員合照
頒發「香港
聖公會小學家長
進修學院」證書

本校已於 2018 年 11 月 23
日完成家長校董選舉，當日共收
到選票 1022 張，而空白票及無
效選票則各佔 45 張及 18 張。
經 點 票 後， 傅 玉 華 女 士 及
陳美雲女士分別當選為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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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玉華女士及陳美雲女士！

2018-2019 年度
第十屆陸運會
暨步行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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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本年度陸運會當日舉
行步行籌款，讓家長及全校員生團
結一心，身體力行，為學校未來的
發 展 籌 募 經 費。 是 次 活 動 順 行 舉
行，共籌得 $201,437.50，所籌得
的經費將用作校內資訊科技設施及
電腦軟件的購置或維修。
金靴獎 ( 籌募港幣 5000 元或以上 )
2E 林上恩   3B 林晴
3D 林崇一   3D 黃珏焮
銀靴獎 ( 籌募港幣 3000 元或以上 )
2A 陳以舜   3A 陳亮光
3C 林樂思   5B 林樂瑤

步行籌款在陸運會開幕禮後舉行

家長及全體員生
一起環繞運動場步行一圈

第十屆陸運會步 行 籌 款
( 金銀銅靴 )

本校於本年度陸運會當日舉行步行籌
款，讓家長及全校員生團結一心，身體力
行，為學校未來的發展籌募經費。是次活
動順行舉行，共籌得 $201,437.50，所籌
得的經費將用作校內資訊科技設施及電腦
軟件的購置或維修。

銅靴獎 ( 籌募港幣 1000 元或以上 )
1A 林沛毅 2C 施景朗 4B 余允心
1B 黎家齊 2C 王永川 4C 廖紀旼
1C 周泓迪 2D 何薈兒 4C 鄧摯康
1C 林筠皓 2D 吳天浠 4D 陳子朗
1D 林芷鎣 2E 陳家渝 4D 廖震軒
1D 汪紫熹 2E 譚塏晴 4D 吳卓萓
1E 周皓瑩 3A 吳宛霖 4D 余焯謙
1E 鍾以心 3A 葉汶謙 4E 馮謙朗
1E 何栢賢 3A 余鍶言 4E 林日晴
1E 文嘉兒 3B 范禧晴 4E 胡僖恩
1E 岑俙澄 3B 胡佳弘 5B 林逸政
2A 鍾晞晨 3C 葉恩橋 5B 黃婉詠
2A 吳   嫣 3C 伍悅晞 5C 潘欣橋
2A 胡鐵贏 3D 盧金弦 5E 陳詠翹
2B 何姵瑩 3D 王楚銘 5E 陳威煌
2C 林潔慧 3E 趙子鋒 6C 招焯文
2C 麥祉柔 3E 林睿澄 6D 梁文朗

執行委員
顧   問： 劉凱芝校長
主   席： 許健生先生
副主席： 傅玉華女士
秘   書： 郭翠冰女士  
司   庫： 劉牧之先生
教   育： 羅美嫻女士  
學   術： 陳凱欣女士  
康   樂： 伍泳雅女士  
總   務： 任寶兒女士  

各功能組別家長代表
鄺麗珠副校長
吳少杏老師
曾穎芝主任
陳愷妍社工
徐詠芝主任
李樂施主任
鍾國泉先生 吳浩賢老師

校車及校服： 傅玉華女士
伍泳雅女士
膳         食： 郭翠冰女士
陳凱欣女士
小         食： 羅美嫻女士
鍾國泉先生
書         簿： 陳凱欣女士
任寶兒女士

各級聯絡專員
一、二年級
三、四年級
五、六年級

傅玉華女士 9220 8105
羅美嫻女士 6376 0863
許健生先生 9169 6029

陳凱欣女士 6117 1716
郭翠冰女士 9303 0234
劉牧之先生 9026 5606

聖公會馬鞍山主風小學家長教師會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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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hmoshsp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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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健生先生 陳凱欣女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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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18 年 12 月 20 日 舉 行「 開 心
便服日」，為愛德基金會「活水 ‧ 行」活
動籌募經費，合共籌得善款 $40,3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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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一
日的一個陽光燦爛的星
期六，大家共獻愛心，
本校共有 157 對親子參
加親子賣旗日，為「防
止虐待兒童會有限公
司」籌款。

4
雅軒設計 23655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