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校 深長 心話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Parents and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KCOBA Primary School No.2Parents and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KCOBA Primary School No.2

2018年11月會訊第18期 家長教師會
校址：香港上環普慶坊40號 網址：www.kcobaps2.edu.hk 電話：2547 7575 傳真：2547 3555 電郵：pta@kcobaps2.edu.hk

推行正向教育　活出豐盛人生 
林淑芳校長

承接上年度學校發展的檢討，學校新發展週期的三個關注事項分別為:

1. 推行正向教育，活出豐盛人生

2. 深化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效能

3. 活用思維技巧，拓展高階思維

推行正向教育，更加是學校首要的關注事項。今年開學禮更適逢教育局楊潤雄局長蒞臨，為我們主持正向教

育啟動儀式。在開學禮中，我們播放校長及老師所拍攝的影片，以生動有趣的形式向學生介紹正向教育的內容及

有關正向教育的活動預告，同學們都非常期待和雀躍。

正向教育（Positive Education）源於正向心理學，是美國心理學家Dr. Martin E.P.Seligman提倡的。正

向教育分五大範疇，簡稱(PERMA) 。包括:正面情緒(Positive Emotions)、全情投入( Engagement)、人際關

係(Relationships) 、人生意義 (Meaning)、正面成就(Accomplishment)。正向教育着眼於個人的身心健康和

幸福豐盛的人生，希望每個人重視探討個人的性格強項、健康及幸福，並且建立積極情緒，提升抗逆力，以及發

展良好的人際關係，從而邁向有意義、豐盛圓滿的人生。

今學年，老師進行專業培訓，參加研討會，跟不同的先導學校請教。透

過成立專責小組，連繫不同的科組，設計不同的課程和活動，讓學生認識24

個性格強項，了解自己的長處及潛能。透過校園的佈置及有趣的活動，例如:

天才表演、童玩時光、正向大使、生日便服日等，將正向教育滲透入學生的學

習和校園生活中。 此外，亦會有正向教育家長工作坊， 讓家長與學校連成一

線，共同合作，讓家庭都投入正向教育的元素，正向教育就可以延展到家庭生

活中，進一步推動學生正面發展，讓學生以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中的挑戰，逐

步邁向豐盛人生之路。



轉眼間，兩年主席的任期
已經完結了。小兒也從英小二校這個溫

暖的大家庭走到另一個學習世界。

回望過去在英小二校的日子，很感恩遇到一班有
熱誠的老師和一群熱心的家長，令到小兒和同學們擁有

一個快樂的小學生活。校董會的方針、校長的領導、老師們
的努力和家長們的熱心支持，使英小二校在各方面都不斷地成

長。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今年家教會的活動都順利完成了。各項
活動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親子競技 。當天的活動原本在卜公花
園進行，沒料到中途下起大雨，我們被迫要回到校內的禮堂繼續
進行競技活動。雖然禮堂不能同時容納全部的參賽者，但是室內
狹窄的空間令氣氛更加熱烈。打氣聲此起彼落，令競技健兒更
加盡力，爭取更好的成績。整體而言，雖然室內比賽的安排

比較倉促，但是效果比預期中更好。相信以後即使是下雨
天，親子競技活動也不會受到影響。

在此，多謝過去兩年委員們和家長義工們
的支持，全校職工們的幫助。祝願來屆家

教會的活動更加成功圓滿！

委 會員 心聲
陳文先生(主席)

不經不覺，我已擔任
了一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在過去兩

年，我很榮幸可與一群有心有力的家長，
在陳主席帶領下，為學校、學生安排一連串開

心和有意義的活動。

家教會是我們家長和學校其中一道溝通橋樑。
成為家教會委員不但令我更深入了解學校運作，更明
白老師們對我們孩子的付出。在此，我衷心感謝林校

長、潘主任和一群家長和老師的參與。

家教會的成功有賴我們每一位家
長的參與。我鼓勵有興趣的家長們

積極參與家教會的活動。不論
是委員或義工，我們的參與
將令我們孩子在一個更健
康、開心的學習環境
成長！

多謝大家給我機會在
家教會為大家服務，去年是第一

次加入家教會。在這兩年裏，我真是
獲益良多，不但學到如何策劃活動，也能

學習到與人分工合作。在這個科技發達的社
會，我們可以透過電郵和whatsapp來策劃
家教會活動，令大家可以更容易和快捷地商議
每個議題，大大提升開會的效率。遇到問題或
意見，大家都可以即時處理，令我覺得大家
好像一家人一樣，互助互愛，把每項活動

做到最好，希望下屆有更多有心的家長
加入家教會或義工家長的行列。

麥美儀女士 (文書)

鄺永銓先生(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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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匆匆，很快又是
新的一個學年。振華亦已經由

一個小學生轉變成為中一學生
了。而麗沂亦開始步入高小的階

段。很感恩兩兄妹能夠進入英小二
校這個大家庭，猶記得從一年級開始

已經時常在家聽說他們在校時的開心
事，而我亦樂在其中。到最近兩兄妹在

家閒談時，每當妹妹講及學校的事時，哥
哥都會份外投入地聆聽及加插一些意見，在
旁的我亦感受到哥哥對這所小學的記憶很深及
有一份不捨。

當初因想對學校有更深的了解，所以選擇競選成為家教會
的委員，亦很開心能夠順利當選。加入家教會已不知不覺6年

了，今年亦要卸下這個職位。在這段時間我還擔當了家長
義工，認識到一班志同道合的家長，大家開心歡愉地

去完成每個活動。

最後，在此祝願英小二校的每一位師
生及家長都開開心心，身體健康。

趙愛甜女士(聯絡)



不經不覺，我加入家教
會的團隊兩年了。在過去的兩年，

我很榮幸可以有機會和一群有著共同理念
及積極推動家校合作的家長委員及義工家長，

以及關懷我們的子女的老師團隊，共同策劃一個
又一個開心和有意義的活動。 在這段日子，我深深

體會到每一位家長義工及老師們的無私奉獻及盡心盡
力去協助籌備各式各樣的活動，好讓我們的孩子能夠
在一個開心愉快的校園中學習成長。最後，我衷心感
謝林校長、潘主任、陳主席和各位家長義工及老師
們的付出及積極參與。展望來年，期望大家繼續積
極參與更多不同的家校活動，促進家校合作及緊

密聯繫。

伍志傑先生(康樂)

今年兒子曦元9月份開始
升上小學五年級，我加入家長教師會的

時間也快四年。一直很感恩可以成為家教會委
員為學校為學生們出一分力，大家一起開心參與各

種活動，度過許多歡樂的時光。同時，自己也在過程中
學習，對學校的運作多了很多的了解，感受到校長老師們

對學生的熱誠愛護。活動開心順利的背後，都有著學校的努
力籌備和家長義工們的默默付出。我也會繼續積極投入參與這
份有意義的工作，希望可以一直做到兒子小學畢業。兒子一直
很高興我積極參與學校的活動，每一份堅持都是收穫，無論如
何，盡力就是最好！我希望為兒子做個
這樣的榜樣！

    在此，祝願學校的教學
和活動都越辦越好！希望新

一年會有更多熱心家長積
極加入家教會！ 大家互

相幫忙，共同努力，
開心每一天！

張華莉女士(康樂)

韶光荏苒， 我在家教
會的一年任期快要結束了。回想

起前年我以增選委員的身份抱著學習
之心進入了英小二校的家教會，到去年

有幸成為正式的委員，轉眼間我已加入這個
家校合作社一年有餘。雖然，我在會務上談不

上有任何建樹，但我可以肯定英小二校的家教會是
一個既有組織而效率超卓的團體。林校長常常提及的「信
任」、 「體諒」和「合作」， 家教會義無反顧地默默執行著，同
時，透過舉辦不同的活動， 家教會各人和家長義工同心協力，務
求把英小二校打造成一家快樂和充滿正能量的學校，讓這裡的小朋
友在正常學習之餘， 也享有多彩多姿的校園生活，值此培養出小
朋友的正向思維和凡事感恩之心。 

換屆在即，我相信下任的家教會在林淑芳校長這個偉大
舵手的領航下，必定可以走得更遠、更前， 路上風光更明

媚。最後，由於陳文主席的小朋友已升讀中學，陳主席
離船在即，藉此感謝他在任期內對家教會的無私奉

獻及對我的無盡包容和指導，祝願他從此海闊
天空，鵬程萬里！

張麗韶女士 (總務)

轉眼間，兩年家教會任
期便快要結束了，梓聰順利升讀心儀

的中學，梓朗亦開始了三年級的生活，各自
展開人生新一頁。

回顧去年家教會的活動，比較難忘的是親子競
技，今年我也一如以往和孩子一起參與，每年也天公做

美，可以在卜公花園進行活動，今年最特別是在剛開始活
動時，突然下起大雨，校方考慮到學生、家長及嘉賓的安
全，又要繼續進行活動，於是馬上啟動應變措施，移師到
校內禮堂繼續進行，老師及家長義工們亦充分合作，適當
地調動節目，使比賽能完滿結束。因此，學生們可以順利
地度過了一個愉快的早上。從這活動中，充份表現出老

師及家長們一貫的合作精神。

在此，我要多謝學校、各位老師、家長們對
學生們無私的付出，克服困難，使學生們可

以在愉快的校園環境下成長，留下人
生美好的一段回憶。

譚瑞文先生(總務)

3



4

日期：2017年11月4日（星期六） 
地點：本校禮堂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暨學生

文藝表演」已於2017年11月4日（星期六）下午在

本校禮堂舉行。承蒙主禮嘉賓英皇書院校友劉駿良

醫生蒞臨主禮。當天的學生文藝表演節目多彩多

姿，包括: 合唱團表演、中樂坊演奏、樂器表演及

大合唱，家長與教師濟濟一堂，場面溫馨熱鬧。

第 八十 屆家長教師 年周 大會
暨學生文藝 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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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聯誕 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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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7年12月20日 (星期三) 
地點：禮堂及課室

每年十二月，一群熱心的家長義工便會把禮堂佈置得美輪美奐，到

處洋溢着聖誕氣氛。聖誕聯歡會那天，聖誕老人和家長義工一起到各班派

發禮物，並與學生合照。小息過後，全校師生到禮堂進行大合唱，參與熱

切期待的大抽獎活動，整個校園充滿着普世歡騰的氣氛。



親 競子 技日
日期：2018年3月4日(星期日) 
地點：卜公花園及禮堂

2018年3月4日(星期日)是學校及家長

教師會合辦的「親子競技日」，當天參加

人數接近500人，場面熱鬧。由於天雨關

係，親子競技活動移師到學校禮堂進行，

可是卻沒有減退參加者的熱情，大家都度

過了一個愉快的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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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旅子 行
日期：2018年4月29日 (星期日) 
地點：元朗大棠有機生態園

2018年4月29日(星期日)是學校和家長教師會合辦親子旅行的大日子。那天風和日麗，萬里無雲，正是郊

遊的好日子。英二的家長、學生及老師一起享用園內設施，品嚐豐富的燒烤美食，大家都流連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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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旅子 行得 作獎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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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  陳思行

天氣好，心情更好！因為今天是學校親子旅行的大日子
啊！由於我和弟弟也喜歡車，一到步，便立即跑往賽車場。
弟弟在小賽道，我在大賽道，爸媽為我們打氣歡呼，共同感
受賽車帶來之樂趣。我們在興奮心情下來張合照，為這份快
樂作上記錄。

《跑出我賽道，活出真色彩》初年級  冠軍

 3B  周希澄

家教會親子旅行當天，我們一家到了冰雕館
欣賞冰雕。館內有多座手工精緻的展品。我和弟
弟跟其他同學最欣賞的是那條又長又直的冰滑
梯，大家都在滑梯上來來回回地玩個不停。最
後，我們一家人在館內拍照留念，我也把冰冷忘
掉了。

《這個冰雕館不太冷》初年級  亞軍  

2B  曾沛晴

今天，我很高興能夠參與家長教師會舉
辦的親子旅行活動。我看見有玻璃畫製作的
攤位，各式各樣的畫版圖案，實在很美麗。
最後，我們選擇了小白兔和貨船。我和弟弟
專心地填上顏色，爸爸從旁指導。不一會
兒，漂亮的玻璃畫終於大功告成了！

《製作玻璃畫》 初年級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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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張曦元

今天是學校親子旅行日。我們去到大棠荔枝
山莊後，一起在青青樹林下放「即成」飛機。我
和媽媽開始時放得很不平穩，後來加倍練習，放
得和爸爸那樣好了。我們還去探望鴯鶓、和同學
們爬繩網、BBQ、拋飛碟。離開時，大家十分依
依不捨！

《親親家庭同樂遊》 高級組  冠軍 

4B  梁芍瑩

一年一度的親子旅行又到了，這一年
我們的目的地是元朗大棠有機生態園。雖
然天氣很熱，但卻無損我們眾人的心情，
一班人浩浩蕩蕩的到達目的地。看到平日
沒機會看到的羊和馬，也在燒烤場內盡情
地吃喝玩樂，大家過了愉快的一天。

《一家人燒烤樂@大棠》
高級組  亞軍

 5C  鄭晉業

今次學校親子旅行比上次的旅行更好
玩。這次，我們雖然沒有摘士多啤梨，但
可以參觀冰雕和玩「冰滑梯」，還可以玩
騎「車」，已經心滿意足。媽媽讚我沒有
接受訓練，就可以變成「飛車選手」了。

《一次熱烈的旅行日》
高級組  季軍



親 興子 趣班
日期：2018年6月16日 (星期六) 
地點：本校禮堂

為讓本校家長與學生認識中國傳統

文化，增加父母與子女溝通的機會，家

長教師會特別舉辦親子包糭班，實在是

一個既有意義又富趣味性的親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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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燒烤樂@大棠》



家 義長 工心聲

不知不覺，擔任家長義工已是第個六年頭了，包

括故事媽媽、親子競技日義工及去年參與畢業生茶敍

義工。在義工服務上，我們一班志同道合的家長為學

校和小朋友作出貢獻，發揮所長，熱心地把問題逐一

解決，盡自己的能力把事情做好。 

真的感謝家教會主席陳文先生邀請我和幾位五年

級家長一起參與畢業生茶敍的籌備工作。我很佩服去

年畢業班的家長們，從零開始計劃，一起構思，積極

溝通，由定立主題開始，直到舉辦茶敍那天，為的是

給學生們在小學生涯中畫上完美的句號。

義工工作既可充實自己，也可以結識一

班志同道合的家長，大家一起互相學習，取

長補短，把每一件工作做好，這是我最欣賞

及最深刻的體會。

 我希望可以感染多些家長參與義工活

動，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5C班陳寶權、1B班陳寶恩家長

 (朱蕙群女士)

不經不覺，當上家長義工已經超過五年了。哥哥昊謙已經畢業，妹妹芷穎今年剛升上四年級，時間過得真快，兩兄妹在這個英小二校大家庭過得很快樂，很充實！感
謝校長和老師們的教導！

這幾年參與了很多學校的不同活動，印象最深刻是
參與畢業茶敍做義工，當中工作雖然辛苦，但見到每位
畢業生學一張張快樂的笑臉，心裏都會感到很開心和值
得！

    其實每次參與義工都令我獲益良多，還認識
了很多不同年級的家長，發覺原來每位家長義工都很熱心，多才多藝和盡心盡力地為學校作出貢獻，希望未來有更多的家長來參與義工服務，為學校出一分力，做到「家校合一」！

3A班利芷穎家長 (施麗迎女士)

在過去一年裏，很高興
能夠加入學校的義工團隊，參與不

同類型的義工工作。

在眾多的義工工作中，令我最難忘的一
定是剛過去的畢業茶敍。 從構思主題、 場地佈

置、 禮物採購、當天流程
安排…… 每個環節都包含
着義工們的努力；過程雖
然有汗水，但見到一切
順利完成，同學們更主

動邀請拍照留念，心
中的喜悅，真是難

以形容！

6A譚梓聰、2B譚梓朗家長 
(馮碧詩女士)

大家好，我是6A班于港生及3B班于心盈的家

長，很榮幸可以跟大家分享當家長義工的心聲。

時光飛逝，不知不覺，已經當了六年家長義

工了。我十分感恩能當家長義工，為學校出一分

力。古語有云：「勿以事小而不為。」我們義工就

是要從小事做起！從以前的收回條，到現在的佈置

禮堂，甚至幫忙佈置一些重要活動。而印象最深刻

的，就是參加交流團。我能夠和同學、老師及其他

義工到內地交流，認識

各種文化，學到很多東

西。

學 校 經 常 舉 辦 各

種各樣的活動，有很多

熱心的家長幫忙，我

深深地感受到了合作

的重要性，團結就是

力量。希望家長們能

出一分力，為學校做

出貢獻。

6A班于港生、3B班于心盈家長

(楊菊香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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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義 花工 絮

跨境交流

聖誕聯歡

周年大會

13
禮堂佈置

親子競技日

課程開放

小一百日禮



家 教長 師會獎學金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區洛瑤(6A)  林皓怡(6A)  吳雨彤(6B)  李浩霖(6B)  趙紫暉(6C)  

龔里迪(6C) 葉　晴(5A)  李世烜(5B)  陳　毅(5B)  陸曉晴(5C) 

羅雅娸(4C)  何詠齡(3B)  譚承浩(2A)  李卓燁(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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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林皓怡
我很榮幸被挑選為家教會獎學金的得獎者之一，我很感謝這些年

來學校對我的關愛和培育，我升到中學後會繼續努力，不會辜負老師
對我的期望，將來做一個有用的人。

 6A區洛瑤
我很高興能獲得家教會獎學金。當我站到英皇書院禮堂的台上，我默默地

對自己說:「我成功了！」我覺得很自豪，同時感謝身邊各人的支持:老師努力傳
遞知識；家人千叮萬囑；朋友互相扶持、安慰；校工姨姨叔叔每天說聲早，令
我整個人都注滿活力…… 我得到成就，全靠大家的支持。謝謝！

6B李浩霖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to my teachers who had been able to cope  

with me and be my guiding stars all these years.  All of the encouragement and 
persistence in my elementary years had taught me to become who I am today. 

I especially want to thank my class teacher of 1A, Miss Wong Pui Yee. She had changed 
my whole concept of learning.  She inspired me more than just English. She taught me the 
importance of discipline, dignity and hard work in life, which I will carry on throughout my life.  
She made me believe that I was much better than I thought.

It takes a big heart to help shape little minds. Once again,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e 
teachers for teaching me.   

6B 吴雨彤
當我得知拿了家教會獎學金時，我感到既榮幸又驚訝，因為要獲得這個

獎學金需要品學兼優，雖然我平時在學校的表現也不錯，但在全級同學中選中
我，還是令我感到驚喜。既然我獲得了這個獎學金，我便會做得比以前更好。

6C龔里迪
我很開心能拿到家長教師會獎學金！我特別想感謝老師們，把我培

養出良好的品行。我認為參加課外活動“百利無一害”，不但可以培養興
趣，也不浪費時間，更可以學習新的技能。參加服務則可以幫助他人，
培養好品行。除此，我們要用心學習，豐富自己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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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葉晴
當我知道我榮獲2017-2018年度家長教師會獎學金時真是很開心，因為這

是我第一次獲得獎學金，我會好好珍惜。

衷心多謝家長教師會頒發這個獎項給我，更要多謝各位老師，在您們悉心
教導下，我才能獲得好成績。我會繼續努力!

5B李世烜
當我得知自己榮獲家教會獎學金時，我感到十分感動和興奮，從一

開始進入這所美麗的校園，我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張平淡無奇的白紙，在我
五年級升六年級的開放日頒獎典禮，我終终於得到了一項獎狀，為自己增添
了無數個自信心，在以後的日子，我會更加的努力，幫助其他同學。

5B 陳毅
我非常榮幸獲得「家長教師會獎學金」，受到如此的肯定和鼓

勵，使我和家人都感到無比的激動和歡愉，內心更是充滿了感激和
謝忱。感謝學校 ! 讓我的生命閃耀光澤!千言萬語，表達不了我和家
人的感謝之情!今後，我必定會繼續努力，做到最好!

3B 何詠齡
這次能夠獲得家長教師會獎學金真的令我感到既意

外又興奮！因為從來沒想過能夠獲得獎學金呢！所以當
領獎的那一刻，腦海裏除肯定自己的努力成果外，也感
謝在身邊支持和鼓勵我的父母兄妹、經常提點和教導我
的老師、還有陪伴我成長的同學們呢！

謝謝您們啊！！

4C 羅雅娸
十分榮幸能獲得家教會頒發的獎學金，這令我十分興奮，也給我很大

的鼓勵；在往後的日子裏，我會繼續努力，希望在各方面都能做得更好，
更進一步。

1A李卓燁
讀萬卷書，也要行萬里路。除了勤奮讀書，我還想多走走看看，

體驗人生。

今年我獲得家教會獎學金，代表著我在品學、課外活動及服務方
面的付出能被認同，對我來說實在意義重大。

我會繼續努力！謝謝家教會給我的鼓勵！



第十屆家長教師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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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顧問： 林淑芳校長

委員： 潘偉強主任、張惠蓮主任、陳文先生、 
 伍志傑先生、張麗韶女士

家教會活動 舉辦日期 舉辦地點

第一次常務會議 29-09-2017(五) 學校視藝室

家教會周年會員大會 04-11-2017(六) 學校禮堂

第二次常務會議 10-11-2017(五) 學校視藝室

聖誕聯歡會 20-12-2017(三) 學校禮堂

第三次常務會議 12-01-2018(五) 學校視藝室

第四次常務會議 07-02-2018(三) 學校視藝室

親子競技 04-03-2018 (日) 卜花公園及禮堂

第五次常務會議 20-04-2018(五) 學校視藝室

親子旅行 29-04-2018(日) 大棠有機生態園

親子興趣班 16-06-2018(六) 學校禮堂

第六次常務會議 21-09-2018(五) 學校視藝室

 名譽顧問： 李傑之校監  教育顧問陳麗貞校長

 顧問： 林淑芳校長

 主席： 陳文先生

 副主席： 潘偉強主任

 文書： 麥美儀女士 包欣倩老師

 司庫： 鄺永銓先生 張惠蓮主任

 總務： 譚瑞文先生 李可欣老師 張麗韶女士

 康樂： 伍志傑先生 許文星主任 張華莉女士 

 宣傳及聯絡： 趙愛甜女士 陳子延主任

 增選家長委員： 陸嬋女士 萬里先生 楊崗先生 
  葉美儀女士 楊綺女士 郁依玲女士

 義務法律顧問： 陳國剛先生

 義務核數師： 卓偉強先生

陳文 張綉宜 楊崗 謝丹妍 周淑儀 萬里

沈嘉怡 胡懿君 伍志傑 孟凡斌 鄧偉花 劉紀陽

郁依玲 曹紀君 譚雪梅 蔡彥 蒙蘭 張翠怡

吳智玲 谷田 彭惠珍 梁冠玲 周振邦 陳慧兒

劉小花 王蒨兒 夏家梅 張紅 秦蒨 姜桂芳

余金玉 秦愷琳 鄭永慈 徐翠萍 陳雅莉 許愛玲

李燕君 何詠賢 鄺永銓 馬莉 洪朝陽 陸志偉

韓煥香 冼簡芬 程家怡 張華莉 楊綺 陳平拉

梁雪紅 吳國強 吳彩枝 陳蘊佳 張麗韶 郭慕玲

陸雪詩 葉美儀 朱惠群 朱國霖 鄧紅梅 易娟

張燕儀 林瑞芬 陳美慧 施麗迎 葉彩芬 陳麗芳

王娟華 陳凱欣 歐穎清 譚瑞文 陸嬋 張麗琳

陳桂杰 楊菊香 肖蓮 徐月明 楊愛華 趙愛甜

唐晶玲 林美珠 麥美儀 李碧珠 陳國崗 卓偉強

曾嶸 黃偉基 馮碧詩 李依雯 羅綺玲     陳景珍

張雪紅  李紅梅

收入方面
2016/2017 2017/2018

本年度會費 10,800.00 10,080.00 
會員捐款 57,410.00 68,070.00
家長捐款 ／ ／
教育局資助(活動經費) 13,267.00 13,372.00
親子旅行(團費收入) 116,418.00 100,774.00
親子興趣班材料收費 ／ 400.00
親子講座家長收費 ／ ／
銀行存款利息 0.98 0.78
總收入 197,895.98 192,696.78

支出方面
(1) 一般支出
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 5,120.30 7,148.40
家教會會訊 6,450.00 6,550.00
家教會文具 ／ ／
(2) 活動支出
親子旅行 104,207.40 92,394.00
家長講座 3,284.00 ／
親子競技日 5,101.40 5,178.90
親子興趣班 ／ 3,560.50
(3) 其他支出
贊助學校校訊 6,685.00 5,850.00
捐贈學校圖書金 25,000.00 25,000.00
捐贈學校綠化設施及植物 18,500.00 3,000.00
天台STEM Lab添置家具 ／ 50,000.00
聖誕聯歡會場地佈置用品/ 
禮品/糖果

1,790.10 2,460.90

捐贈學校嘉年華開放日佈置 
用品及禮物

2,883.40 2,978.00

畢業禮致送長期服務老師 
花束及禮物

789.00 2,134.00

家教會獎學金支出 2,200.00 2,744.00
畢業禮果籃 500.00 698.00
家校合作活動津貼餘款 
 (退回教育局)

／ ／

銀行服務費 325.00 150.00
敬師日水果 290.00 470.00
其他 651.30 1,634.00
總支出 183,776.90 211,950.70

淨收入(總收入-總支出) 14,119.09 (19,253.92)
加：上年度結餘 92,413.32 106,532.40
本年度結餘 106,532.40 87,278.48

現金及銀行結餘
匯豐銀行往來戶口 12863.23 32441.63
匯豐銀行儲蓄戶口 91437.27 54134.95
流動現金賬 2231.9 702.8

106532.4 87278.48

2017-2018年度 財務報告
(15/9/2017至14/9/2018) 

第十屆家教會活動(2017-2018)
概況及常務會議

家長義工鳴謝名單

第十屆(2017-2018)家長教師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