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角衞理小學
家長教師會

今年為了籌備新校舍，進行了大大小小不同的籌款活
動。其中一個就是校友王菀之的「告別長康」音樂會，
當晚除了美妙的樂曲，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長大
成人的校友自製了校服，並裝扮成為小學生來參加音樂
會。我想他不會是為了標奇立異，而是真心懷念在學校
成長的日子。當天坐在我身旁的都是不同年紀的校友，
閒談中娓娓道來在衞小的愉快往事。

我察覺到他們在北衞絕對不是單單獲得了學業成績和
分數，更重要的是他們得到了關心和數不勝數的愉快
經歷，讓他們在成長的道路上儲備了足夠的正能量。
當他們越過一個又一個高山，面對生活艱難的挑戰，
在身心俱疲時幫助他們振作撐起。我相信，我家小子畢
業後，千斤的書包載滿的亦是滿滿美好的回憶，正如
他師姐王菀之的分享：「慶幸小學教育在我心中埋下一顆
善良種子，讓我在人生旅程上，能以善良的心對待生命
際遇。」

小學階段正是父母為孩子積累正能量的黃金時期，如能
多點參與孩子的學校生活，對話並不只談他們的分數高
低，多聽聽他們的學校趣事，對孩子成長更有幫助！感
謝主為孩子預備了充滿愛心熱忱的校長和老師團隊，家
長的參與亦十分重要。新校更需要各位家長一起配合和
幫忙，來年我的12年小學生涯畢業了，你願意接棒嗎?

主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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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屆家教會常務委員會合照

2017-2018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
家長校董温立文先生(左三)、黃國強先生(右二)及替代家長
校董趙頴珊女士(左二)、黎紹忠先生(右一)與黃校長合照

校監簡祺標牧師、黃侶詩校長

温立文先生

潘步成老師

劉白蓮女士  鍾雪英老師

黃啟華先生  馬嘉蔚老師

朱浩瀚先生  趙頴珊女士

陳婉玲老師  黃美玲老師

黃國強先生  鄭宜穎老師

張詩珮女士  李湛雄老師

嘉建基先生  廖秀麗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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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2017-2018年度)第二十一屆   常務委員介紹

「凝聚北衞心，新校證主恩」隨着
百福道新校舍順利落成，北角衞理
小學將於2018年9月遷入「新居」
轉為全日制學校。懷着百般不捨
離別「長康」，也擁抱着歡欣迎
接「百福」。舊校舍帶不走，但
仍承傳着孩子的歡愉、童真；關愛
的校園、老師的砥礪；閱讀的
土壤與果實、求真求知的智仁勇精
神⋯⋯就如家教會的代表歌曲《與
你同行》。

家長們，縱然踏過不少艱難，培育
孩子成長的路也不易走，但有你們
結伴同行，在恩主愛中便有歡欣無
懼困阻，更得着燦爛滿足的生命迎
向更新的境界呢！

當然顧問   黃侶詩校長

副主席　潘步成老師 大家好！今年十二月，我很開心可
以陪同畢業生及六年級同學前往台
灣參加機械人比賽，  三天緊密的
「科技會友」行程，擴闊了我們對
機械創意的視野，師生之間留下了
許多美好回憶，期待再有機會參與
此盛事 !

大家好！我是馬嘉蔚老
師，今年主要任教體育、
數學及視藝科。今年是我
第二年擔任司庫一職。過
去一年，與家教會委員共
同合作使我獲益良多，今
年希望藉着更多的家校合
作可以為學生建立一個更
美好、和諧的學習環境。

司庫　
馬嘉蔚老師

司庫　

黃啓華先生

大家好，我是今年2B班黃
愷杰的爸爸黃啓華，我非常
高興能夠成為本屆家長教師
會的司庫，與老師們共同合
作，處理日常會務。更希望
大家能夠繼續支持，一起迎
接我們的新校舍！ 今年慶幸能再為家教會服務，回想

7年前加入家教會時戰戰兢兢地上
台擔任司儀，份外回味。今年舊校
舍最後的一年，也是較多新委員加
入的一年，上下午校家長攜手合作
將成歷史，想到這裏，我更要積極
地為學生們精心安排難忘的活動，
為迎接新校舍作正面支援。

書記　劉白蓮女士

大家好！我是5A班主任鍾雪英老
師，主要任教中文、數學和普通
話。我今年繼續擔任家教會的書記
一職，盼望能透過家校攜手合作，
讓孩子們能在一個優質的關愛校園
中成長。

書記　鍾雪英老師

大家好，我很高興可以繼續在北衞
這個大家庭為大家服務！今年，很
多家長學生對搬遷新校舍充滿期待
之餘，也難免對改變有點憂慮。我
作為家教會和校董會的成員，見證
著校長、老師和校董們獻出心力和
時間，聆聽各方意見，忙著為新校
的硬件和軟件作最好的編配和安
排，深表感動！我深信神已為我們
的兒女作了最好的預備！

康樂及聯誼  
趙頴珊女士

大家好！我是黃美玲老師，今年有
幸擔任康樂一職，冀能舉辦不同的
活動，加強家長與學校之間的聯
繫。盼望家教會各委員繼續攜手合
作，學生定能在充滿愛的環境中快
樂成長。

康樂及聯誼  
黃美玲老師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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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籍   黃國強先生 很快自己孩子又到
五年級，忙碌、忙
碌，但顧念大家，
願主保守帶領。北
衞的老師，家長在
未來的日子、時
間。各位！我係羣
浩爸爸。

會籍   鄭宜穎老師 大家好！
我是4A班的班主任
鄭宜穎老師，任教
英文及音樂科。希
望能與家教會委員
共同推行家教會活
動，建立良好的家
校合作，使學生能
愉快地成長。

感謝神讓我和女兒嘉貝莉 (1D) 一同進入北衞大家庭！
又承蒙大家厚愛推選進入第二十一屆家教會，謝謝您
們！我十分樂意為大家服務及藉此機會為每個師長家長
們祝福打氣，特別記念面對升中的同學們和遷校事宜。
祝大家身體健康，以馬內利！

總務　
嘉建基先生

大家好！我是廖秀麗老師，今年已是第二年任總務一
職，盼望我們能繼續努力，為我們的孩子營造一個充
滿生命力的校園，學習彼此服侍。讓每一個孩子能愛
中成長，享受每一個美好的學習經歷。

總務　
廖秀麗老師

大家好！我是4D班主任李湛雄老師，主要任
教數學及體育。我有幸今年第一年加入家教
會，並擔任會訊一職，願各位老師和家長能
團結互助，一起共建理想校園，讓學生真正
受益。

會訊　
李湛雄老師

我的兒子不經不覺在北角衞理小學就讀三年級，好高興今年能夠
成為PTA新任委員，為學校服務。除了認識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家
長外，為了學校活動，經常與校長、各老師開會，商討活動，不
但令我對學校的認識加深了，而且令我感受到學校上下那份親切
和感染力，希望小孩子們都感受到老師和家長們為他們付出的時
間和熱誠，令他們在愉快中成長。適逢今年告別舊校舍迎接新校
舍的一年，希望為學校出一份綿力，一起邁向新一年。

會訊　
張詩珮女士

今年有幸加入家教會，希望藉此可以協
助學校舉辦活動外，亦透過家教會與女
兒在小學生活中留下美好回憶。自幼稚
園開始參加了家教會多年，孩子慢慢更
深入了解家教會的角色，從以前只知道
因開會而不在家中晚餐，到現在知道因
為有角色要擔當，所以不會留在家中，
讓她感覺爸爸都是學校其中一份子，這
也是成長的一部份。祝願學生們搬到新
校舍有一個更美好的校園學習！

康樂及聯誼  
朱浩瀚先生

大家好！
我是1C班的班主任陳婉玲老師，任教
英文及音樂科。今年擔任家長教師會康
樂及聯誼一職，希望能與家教會委員共
同推行家教會活動，建立良好的家校合
作，為學生提供愉快的成長經歷。

康樂及聯誼  
陳婉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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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定期於長週舉行
的「故 事 爸 媽」活 動，
由家長進入一、二年級
課室，為同學們演繹一
個個有趣的故事，再進
行多元化的閱後活動。
學生跟家長都樂在其中
呢！

「Reading Mummy & Daddy」逢長週
上課前進行，家長跟一至兩位同學一
起講故事，目的在培養學生閱讀的習
慣及共同領悟閱讀的樂趣，學期尾更
設有一分鐘故事觀摩賽。

家長義工團隊

故事爸媽

週六Reading 
Mummy & Daddy

同儕伴讀

「同儕伴讀」安排於課
前進行，由高年級學生
擔任「小老師」，協助
低年級同學閱讀文章，
提升他們的認字及閱讀
能力，家長則在旁給予
支援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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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本年度活動簡介

本年度起逢上午校長週週六上午8:45-10:00舉行家長祈禱會，透過敬拜讚美、詩歌、
經文誦讀、禱告代求互相守望祝禱，建立上帝屬靈的家。歡迎上、下午校家長出席。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6月

7月

日期 活動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家長講座:「運用十六型人格(MBTI)改善親子管教」
（主講嘉賓：註冊社工及親子教育顧問張笑容小姐）    

親子共讀講座：
《伴你同行–家長的照顧和陪伴如何使子女鍛鍊出堅毅和自信》，
誠邀了Marco Sir(黃鎮昌先生)主講

聖誕慶祝會暨聖誕便服日：家長表演

年宵嘉年華

運動遊戲日親子步行北衞操

升中祈禱會

親子旅行日

家長也敬師活動

惜別會

家長教師會
年度活動一覽

家長加油站祈禱會

伴讀計劃家長義工
工作簡介會

參與「同儕伴讀」計劃及「週六Reading Mummy & Daddy」
計劃的家長義工會由各家長義工組長帶領下分為兩組，大家
一同商討新學年伴讀計劃的執行細則，使學生們在學習和成
長上獲益。

歡迎禮

本校於當日在分組討論前舉辦親子共讀講座，主題為《伴你
同行–家長的照顧和陪伴如何使子女鍛鍊出堅毅和自信》，
誠邀了天使家庭中心總監 Marco Sir（黃鎮昌先生）主講，
讓家長了解如何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給予「養份」、使孩子
成為一個既自信又能堅毅不屈、能抵擋成長中「風風雨雨」
的「樹苗」。

親子共讀講座

家教會本年度建立聯絡群組，於各班選出一位班代表聯絡人。家教會成員主要透過聯絡群組向班代表發放信息，再由班代表
通知各位家長。願家教會和各家長能使用此群組進行有效通訊。

班代表聯絡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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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一日為本年度的聖誕慶祝會，當日家教會委員積極參與，為同學們演出了一個既有趣又有教育意義的話
劇 ──「老鼠也移民」，為大家帶來歡樂之餘，也提醒我們將愛與有需要的人分享，加上同學們精彩的表演，熱烈
的掌聲此起彼落。

聖誕慶祝會暨聖誕便服日

在Facebook網頁成立此平台，開放給在本校就讀小一至
小六學生的家長，鼓勵學生及家長在物資、學習資源上的
分享、轉贈，並藉此教導孩童從少願意去分享、善用一切
從上而來的資源、減少浪費、愛護環境。

另外，分享、轉贈及接受物資、學習資源的雙方，都可以
參與建新校舍的捐獻活動，在籌建新校舍的進程中有份。

韓國汝矣島小學交流團代表親臨本校進行跨文化交流活動，
由本校老師、家教會代表及同學們帶領他們一起參與工作坊
及主題活動，讓韓國同學們體驗香港地道文化，從活動中亦
能比較香港與韓國學習環境的異同。

北衞•愛傳承 接待韓國交流團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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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學校每年舉行家長義工晚會，藉以感謝家長義工們

一年來對學校活動的熱心參與及支持。

孩子們在表演環節中各展所長，

以答謝一眾家長義工

視藝、音樂、體育科獲獎學生中文、英文、數學科獲獎學生

2016-17年度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中文 6A 陳焯婷 6C 黃星愷

英文 6A 葉雪晴 6C 陳朗浩

數學 6A 陳焯稀 6C 蔡明駿

視藝 6A 羅浚詠 6C 吳凈淇

音樂 6A 曾嘉樂 6C 林煒堯

體育 6A 許敏姿 6D 黎卓曦

家長義工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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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
2016 - 2017年度（第20屆）
財政簡報 （01/9/2016 ‒31/08/2017）

北角衞理小學家長教師會已成立二十一年，無論是學生、老師或家長，均透過家
教會與學校建立更深厚的情誼。
編輯小組現定下期會訊徵稿主題為:

邀請各位家長就此主題投稿，分享大家的想法。
來稿請電郵至：
npmps_pta_newsletter@yahoo.com.h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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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訊編輯小組有決定刊登及修訂內容之權利，另是次會訊版位有限，如未能刊載
內容，有機會上載於學校網頁內。

來稿字數為500字以內，截稿日期為2018年5月7日。

會訊徵稿

「共建新校 － 家長投稿站」

編輯委員：

校監簡祺標牧師 
黃侶詩校長 
張詩珮女士 
李湛雄老師

顧問︰
 
委員：

北角長康街19號
電話：2570 3623     傳真：2510 7285

北角衞理小學

收入

2016-2017會費收入
教育局津貼
籌款收入 (聖誕便服日)
20周年聚餐收入
利息收入
                                      

支出

會訊
教育講座
郵費, 印刷, 文具, 雜項
聖誕節活動禮物
敬師活動
資助運動遊戲日
20周年聚餐支出（包括家教會贊助、盈餘及籌款付學校）
贊助學校每日一篇活動
獎學金
家教會活動開支
例會開支
聖誕便服日籌款付學校
東區家長教師會年費
工友年賞
閱讀家長義工分享會
《書伴我行》社區閱讀發展項目

本年度收支盈餘 (不敷)
年初累積盈餘 (01/9/2016)
本年結累積盈餘 (31/08/2017)

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
本年結累積盈餘 (如上)
預支2016/2017贊助每日一篇
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 (31/08/2017)

HK$

51,100.00
15,267.00
42,175.00
94,700.00

0.77  
203,242.77

HK$

4,293.00
7,572.50
767.90

12,000.00
2,270.40
10,000.00
114,700.00
7,000.00
4,800.00
1,298.03
878.70

42,175.00
300.00
700.00

1,408.30
6,000.00

216,163.83

-12,921.06
98,163.18
85,242.12

85,242.12
(7,000)

78,242.12

收入總數

支出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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