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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衞理小學

主席的話 

承蒙黃侶詩校⾧、老師和家⾧的支持，今年有幸繼續在家教會與六

位既多才多藝又熱心的家⾧委員在崗位上服侍北

為家庭和學校重要的橋樑。 

 

今年是北角衞理小學創校六十周年，是㇐個

㇐個讓我們回顧過去和展望未來的好機會！回顧過去六十年，我們

看見北衞優良傳統代代相傳，所結的屬靈果子豐碩累累，人才輩出

實在可喜可賀！愉快學習及閱讀文化、得到龐大熱心和任勞任怨的

家⾧義工的支持、擁有帶著活力又充滿教育熱

是必然看見的！這些優良傳統得以傳承，實歸功於歷任校⾧、校監

、校牧的引導並各老師的共同協力、無私奉獻等等

身體力行順服的委身方能成事！想到此處不得不讚美父神！願神得

着最高的榮耀！心願這「傳承的火把」繼續代代相傳，使所有畢業

的同學能帶着這火為主在各處、各行各業發熱發亮、全力作貢獻、

服務人羣！ 

 

常言道：「世界上沒有㇐顆閃耀的鑽石並未經過高溫和驚人無比的

壓力下而煉成的！」照樣，我相信神容讓每個「度身訂造」的困難

或打擊臨到我們的小孩子也必有其美意！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為他們

成就美妙的蛻變過程！其正面果效的祝福乃是㇐生之久！他們已經

是小學生了，跌跌撞撞在所難免。我們為子女報讀北

為信得過上帝，也信得過老師的專業嗎？就讓我們嘗試學習放手，

讓他/她在校園裡親自面對困難、經歷上帝！我們只需要在旁用無

限愛心鼓勵同行和禱告就夠了！願上帝親自作成祂自己的工

最後，願那賜出人意外平安的神常與大家同在！與北

以馬內利，福杯滿溢！ 

 

主席嘉建基（女兒嘉貝莉 3A） 

 

第二十三屆家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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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2020年度家⾧教師

北角衞理小學 

⾧的支持，今年有幸繼續在家教會與六

位上服侍北衞上下，希望能成

創校六十周年，是㇐個值得紀念的時刻，也是

㇐個讓我們回顧過去和展望未來的好機會！回顧過去六十年，我們

結的屬靈果子豐碩累累，人才輩出

、得到龐大熱心和任勞任怨的

擁有帶著活力又充滿教育熱誠的老師團隊實在不

是必然看見的！這些優良傳統得以傳承，實歸功於歷任校⾧、校監

、校牧的引導並各老師的共同協力、無私奉獻等等並所有同學願意

身體力行順服的委身方能成事！想到此處不得不讚美父神！願神得

最高的榮耀！心願這「傳承的火把」繼續代代相傳，使所有畢業

這火為主在各處、各行各業發熱發亮、全力作貢獻、

常言道：「世界上沒有㇐顆閃耀的鑽石並未經過高溫和驚人無比的

壓力下而煉成的！」照樣，我相信神容讓每個「度身訂造」的困難

或打擊臨到我們的小孩子也必有其美意！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為他們

成就美妙的蛻變過程！其正面果效的祝福乃是㇐生之久！他們已經

是小學生了，跌跌撞撞在所難免。我們為子女報讀北衞，豈不是因

過老師的專業嗎？就讓我們嘗試學習放手，

她在校園裡親自面對困難、經歷上帝！我們只需要在旁用無

夠了！願上帝親自作成祂自己的工！ 

最後，願那賜出人意外平安的神常與大家同在！與北衞全體同在！

家教會常務委員名單 

校監曾立基先生、黃侶詩校⾧ 

呂慧娟老師     張淑芬姑娘 

嘉建基先生 

潘步成老師 

岳文思老師 吳志隆先生 

梁蕙楨老師 黎紹忠先生 

林蕙心老師 
劉俊謙老師 蘇慧敏女士 

關婧老師 葉毅寧先生 

葉麗珊老師 莊琼蓮女士 

何秋文老師 陳懿德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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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顧問      黄侣詩校⾧ 六十恩典家校情 

活學、探索、樂群—全人獻呈迎鑽禧。感恩北衞已邁進六十周歲，此中㇐定不能跳過家⾧無私的付出

與貢獻。他們積極參與校內各項活動，像㇐支實力雄厚的部隊，隨時因應不同的學校教育需要，為老

師與學生作出支援。 

 

閱讀文化的傳承 

從⾧康街至百福道，「同儕伴讀」、〝Reading  

Mummy & Daddy”、「故事爸媽」，家⾧們的 

愛心團隊，把孩子帶進了「悅讀」的世界。每個 

學年，龐大過百的閱讀義工團隊，以「易子而教」 

的方式，視每個孩子為己出，為同學朗誦繪本故事; 

利用角色扮演，向孩子發問，啟發他們對故事作出想像與預測等……生命的種子就種植在孩子的心坎中

，有些家⾧甚至連續數年都來做義工，直至他們的孩子小學畢業。 

 

關愛文化的延深 

「升中模擬面試」是家⾧每年度對小六生的重大支持，來自不同專業的家⾧扮演「面試考官」角色，

透過個人及小組面談，為全級小六生提供「真實場境」，裝備鍛鍊「知、行、意」的面試態度。本年

度更召集「十勇士」設立持續性面試工作坊，為同學提供訓練，更加強鞏固同學的技巧和自信，成為

同學迎戰中學實質滿愛的支持。 

 

同行活出智仁勇 

剛經過的聖誕節，家教會由主席嘉建基先生帶領，以自編自導自演話劇《怪盜 DX 的校慶賀禮》獻呈北

衞。在㇐片歡樂笑聲中，喚醒孩子在日常生活中，能將校訓的智仁勇「活出來、走出去、看得見」，

發人深省。 

「北衞操、雞蛋、小雞和母雞、彩虹傘、麻鷹捉小雞、猜皇帝」，在㇐月十八日的家教會親子大旅行

中，我們在挪亞方舟留下了集體的美好回憶。老師、家教會及義工們辛勤籌備策劃、不計付出，為北

衞的家庭帶來了歡愉旅程。 

從春天到冬季，由⾧康至百福，閱讀文化、生命教育、STEAM 探索、親子運動遊戲日、敬師日等……

想起每周㇐早上的家⾧祈禱會、每月的家⾧加油站團契，各事上的「㇐呼百應」，上帝的慈愛藉著家

校攜手，仿似㇐雙恩手把北衞托住了。因為老師、學生及家⾧都視北衞為自己的社群，有㇐種強烈的

歸屬感，校園就自然地成為愉快學習的地方，這份「愛，傳承」也成為彼此美好的家園。 
 



         

 

 

 

 

 

 

 

 

 

 

 

 

 

 

 

 

 

 

 

 

 

 

 

 

 

 

 

 

 

 

副主席

北衞今年六十

在此誠意為北角

校慶送上祝福

北衞創建六十載

⾧康百福證主恩

書記   吳志隆先生        (1D 

大家好，我是吳志隆，㇐年級小學生的家⾧

家⾧教師會給予機會，讓我透過服務學校，可以更近距

離了解孩子的成⾧，這對我這個「學神爸爸」也是㇐個

成⾧的過程。 

我不會望子成龍，因為我自己也非龍非鳳。但我期望孩

子在小學階段修養各種良好的習慣與態度，也從學習中

找到樂趣，因為我深信，這些或者比逼迫孩子多認識三

、五個生字更重要。 
我慢慢在孩子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聽到他分享老師

的道理，我更加相信孩子的成⾧需要家庭、學校與孩子

三方面的共同努力。家庭的歡樂要㇐家人共同創造，北

衞在黃校⾧的領導下也展現出我們理想的校園

家教會搭通了家庭與學校 

的橋樑，讓家庭與學校共 

同為孩子的成⾧傾注更多 

的營養。 

 

司庫   黎紹忠先生         (5C 

多謝各位支持，本人是 5C 黎卓翹爸爸，很榮幸再次獲

選為家教會委員。過去幾年，本人㇐直參與不同的籌備

活動，感激各位家⾧教師會成員，校方及義工的參與，

使各活動都能完滿舉行，令我深覺家校合作的重要。見

證着新舊校舍交接，雖然當中遇到很多困難，但在黃校

⾧和各位老師努力下，整體設施裝修也順利完成，讓我

們學生及老師都有㇐個合適及安全的校舍，實在有賴各

位家⾧的包容及指導。 

作為大家的橋樑，我 

會繼續協助各位，共 

建㇐個良好的學習環 

境，讓同學們享受㇐ 

個難忘及愉快的小學 

生活。 

  

副主席         潘歩成老師 

今年六十歲了，祝生日快樂! 

在此誠意為北角衞理小學六十周年鑽禧

校慶送上祝福: 

創建六十載   春風化雨揚主愛 

⾧康百福證主恩   家校同心創未來 

(1D 吳璟叡) 

，㇐年級小學生的家⾧。感謝北衞

家⾧教師會給予機會，讓我透過服務學校，可以更近距

離了解孩子的成⾧，這對我這個「學神爸爸」也是㇐個

我不會望子成龍，因為我自己也非龍非鳳。但我期望孩

子在小學階段修養各種良好的習慣與態度，也從學習中

找到樂趣，因為我深信，這些或者比逼迫孩子多認識三

我慢慢在孩子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聽到他分享老師

的道理，我更加相信孩子的成⾧需要家庭、學校與孩子

三方面的共同努力。家庭的歡樂要㇐家人共同創造，北

黃校⾧的領導下也展現出我們理想的校園生活，而

書記   岳文思老師

大家好，我是今屆家⾧教師會的教師委員岳文思老師，

今年是我第二年連任 PTA

會組織的工作發展愈來愈暢順，實在有賴重要的家校合

作！期望在新的㇐年，學校

老師和各位家⾧能繼續共同

努力、群策群力的校園。
 

(5C 黎卓翹)

很榮幸再次獲

過去幾年，本人㇐直參與不同的籌備

活動，感激各位家⾧教師會成員，校方及義工的參與，

使各活動都能完滿舉行，令我深覺家校合作的重要。見

新舊校舍交接，雖然當中遇到很多困難，但在黃校

⾧和各位老師努力下，整體設施裝修也順利完成，讓我

們學生及老師都有㇐個合適及安全的校舍，實在有賴各

司庫   梁蕙楨老師

大家好！我是梁蕙楨老師，

我主要的工作是推動宗教教育、策劃生命

驗活動，甚願能藉此幫助同學學習成為敬神愛人的孩子

。工餘時，我最愛夾 Band

聊天和㇐家大小去旅遊呢！

㇐職，期望能藉著崗位與北衛家⾧們有更多的合作和溝

通！ 

 

岳文思老師 

大家好，我是今屆家⾧教師會的教師委員岳文思老師，

PTA 的文書工作。眼見學校家教

會組織的工作發展愈來愈暢順，實在有賴重要的家校合

作！期望在新的㇐年，學校 

老師和各位家⾧能繼續共同 

校園。 

梁蕙楨老師 

大家好！我是梁蕙楨老師，主要任教英文及宗教。 

我主要的工作是推動宗教教育、策劃生命教育課程及體

驗活動，甚願能藉此幫助同學學習成為敬神愛人的孩子

Band 唱敬拜讚美詩、跟朋友相聚

聊天和㇐家大小去旅遊呢！今年繼續在家教會擔任司庫

期望能藉著崗位與北衛家⾧們有更多的合作和溝



 

 

  

康樂及聯誼   蘇慧敏女士   (2B 

大家好！我是 2B 班江銘希的媽媽，很榮幸能第二年成

為家教會的委員，繼續為北衞大家庭服務，今年度負責

康樂及聯誼。過去的㇐年，感恩認識了不少志同道合的

家⾧，亦為了學校的活動及各項事宜，經常與校⾧、老

師緊密聯系，商討活動，不但令我對學校加深認識，而

且更令我感受到學校上下㇐心的 

感染力和彼此的關愛和親切。希 

望我們的小孩子都能感受到老師 

和各家⾧義工們為他們的付出和 

熱誠，讓他們在「愛」中愉快成 

⾧，並學習把「北衞‧愛」也傳 

開！ 

 

會籍   葉毅寧先生         (3C 

今年是第二年踏入新校舍，學校運作慢慢進入軌道

高興再次成為家教會成員。我珍惜參與家校舉辦的每項

活動，努力做好手上的每 

項工作。希望新的㇐年和 

各位同學老師家⾧㇐同 

成⾧，有充實的家校生 

活。 

 

總務   陳懿德女士         (3D 

小兒入讀北角衞理小學這個大家庭已是第三學年，而今

年是我參與家教會的第二個學年。過去兩年，看到學校

家⾧上下㇐心的付出，實 

在感動。雖然工作忙碌， 

但看到這個團隊努力，亦 

深深感受到學校對學生的 

愛，希望兒女在學的幾年 

為學校盡點力參與家教會，其望這微小的付出以事奉這

個北衞大家庭。願主繼續看顧我們北衞這個大家庭

位，最後祝各位主恩滿載！ 
 

會訊   莊琼蓮女士         (1C 

感恩有機會成為家教會委員之㇐， 

亦很榮幸可以為學校出㇐分力，從 

中更加感受同溶入孩子的學校生活， 

與孩子㇐起成⾧，分享他們的喜悅， 

共同面對不同的挑戰；讓他們感受 

到凡事都有神、父母去支持、鼓勵 

他們，父母就是他們最好的避難所。  
 

(2B 江銘希)

班江銘希的媽媽，很榮幸能第二年成

大家庭服務，今年度負責

康樂及聯誼。過去的㇐年，感恩認識了不少志同道合的

動及各項事宜，經常與校⾧、老

師緊密聯系，商討活動，不但令我對學校加深認識，而

康樂及聯誼   林蕙心

大家好！我是 6D 班的班主任

老師，任教中文及音樂科。今年擔任

家⾧教師會康樂及聯誼㇐職

過家校合作，緊密溝通，讓學生定能

在愛與關懷中，愉快地學習

 
康樂及聯誼   劉俊謙

大家好，我是劉俊謙老師，主要任教數學、常識及電

科。小朋友能開心快樂地在學校學習成⾧，有賴學校與家

庭的良好合作關係，很高興本

年度能成為家⾧教師會其中㇐

員，希望能藉此以不同的方式

與各位小朋友及家⾧互動，㇐

起為小朋友創造美好的回憶。

(3C 葉思彦)

學校運作慢慢進入軌道，好

我珍惜參與家校舉辦的每項

會籍   關婧老師 

大家好！我是 6B 班主任關婧

識。感恩於踏入百福校舍第二年的同時，亦為北

甲子之年，能於本年度加

⾧們更密切地接觸與合作

相信能更感受到天父百般的

恩典。願我們的事奉，能

為北衞的祝福。 
 

(3D 呂沛禧)

理小學這個大家庭已是第三學年，而今

過去兩年，看到學校

為學校盡點力參與家教會，其望這微小的付出以事奉這

這個大家庭每㇐

總務   何秋文老師

大家好！我是何秋文老師，主要任教數學科和視藝科

。很高興今年度繼續擔任家教會的教師總務㇐職！在

北衞這個大家庭裡，希望我們㇐同經

來的美好成果，讓學生有

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適

逢學校六十週年校慶，希

望我們通力合作、共同努

力，在這慶典中為學生、

家⾧、學校留下難忘的印

記！ 

(1C 蕭華希) 會訊   葉麗珊老師 

大家好！我是 4B 班主任葉麗珊

老師，任教中文，視藝和常藝科

本年度加入家教會擔任會訊㇐職，

盼望能透過家校合作，攜手共創

美好的北衞校園，讓孩子愉快地
成⾧。 

林蕙心老師 

班的班主任林蕙心 

音樂科。今年擔任 

聯誼㇐職，盼望透 

，讓學生定能 

，愉快地學習和成⾧。 

劉俊謙老師 

大家好，我是劉俊謙老師，主要任教數學、常識及電腦

科。小朋友能開心快樂地在學校學習成⾧，有賴學校與家

庭的良好合作關係，很高興本 

年度能成為家⾧教師會其中㇐ 

員，希望能藉此以不同的方式 

與各位小朋友及家⾧互動，㇐ 

起為小朋友創造美好的回憶。 

關婧老師，主要任教中文及常

百福校舍第二年的同時，亦為北衞進入 
之年，能於本年度加入家教會擔任會藉㇐職，與家 

作， 

到天父百般的 

的事奉，能成 

何秋文老師 

大家好！我是何秋文老師，主要任教數學科和視藝科

。很高興今年度繼續擔任家教會的教師總務㇐職！在

這個大家庭裡，希望我們㇐同經歷家校協作所帶

來的美好成果，讓學生有 

！適 

逢學校六十週年校慶，希 

們通力合作、共同努 

力，在這慶典中為學生、 

家⾧、學校留下難忘的印 

 

葉麗珊 

視藝和常藝科。 

會訊㇐職， 

攜手共創 

讓孩子愉快地 



安排於逢星期三、四上課前半小

時進行，家⾧義工從旁協助支持

。活動由高年級同學當「小老師

」與㇐位低年級的同學伴讀，以

提升學生的社交技巧、學習興趣

及閱讀理解能力。 
 

於星期二下午「悅讀隨想曲」時段舉行。家

⾧戴上面具，穿著精心製作的戲服

生動活潑的演出，帶低年級同學們走進童話

故事裏。家⾧和同學們都樂在其中呢！
 

 

 
 
 
 
 
 
 
 

 

 
 
 
 
 
 
 
 
 
 
 
 
 
 

 
 
 
 
 
 
 
 
 
 
 
 
 
 
 
 
 
 
 

前半小

時進行，家⾧義工從旁協助支持

。活動由高年級同學當「小老師

」與㇐位低年級的同學伴讀，以

提升學生的社交技巧、學習興趣

於星期二下午「悅讀隨想曲」時段舉行。家

⾧戴上面具，穿著精心製作的戲服, 再配合

生動活潑的演出，帶低年級同學們走進童話

樂在其中呢！ 

於星期二下午「悅讀隨想曲」時段進行

，家⾧會以數人㇐組為同學們

目的在培養學生閱讀英文課外書的習慣，

㇐同感受閱讀的樂趣

 

 

 

於星期二下午「悅讀隨想曲」時段進行 

，家⾧會以數人㇐組為同學們說故事， 

目的在培養學生閱讀英文課外書的習慣，

㇐同感受閱讀的樂趣。  

 

 



家⾧加油站祈禱會 
本年度起逢星期㇐上午 7:00

代求互相守望祝禱，建立上帝屬靈的家。歡迎家⾧出

 

 

    

 

 

 

 

 

 

 

 

 

 

 

 

 

 

 

 

 

 

 

 

家教會本年度活動簡介

班代表聯絡群組
家教會於開學初建立聯絡群組，於各班選出代表聯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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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溝通更緊密

小六升中模擬面試全級活動小六升中模擬面試全級活
本校特邀六十多名家⾧義工為小六同學進行「升中模擬面試」實踐活動，讓同學體驗個

別及小組討論面試的過程，使同學能在升中前作好準備
 

 

菜姨姨家⾧義工培訓講座
菜姨姨教授義工家⾧說故事及帶領活動的技巧，有助義工家⾧參與週二

Daddy、故事爸媽組及同儕伴讀計劃的活動

 

7:0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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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家⾧出席。 

介 

組 
家教會於開學初建立聯絡群組，於各班選出代表聯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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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溝通更緊密

升中模擬面試全級活動 
本校特邀六十多名家⾧義工為小六同學進行「升中模擬面試」實踐活動，讓同學體驗個

別及小組討論面試的過程，使同學能在升中前作好準備。 

座 
說故事及帶領活動的技巧，有助義工家⾧參與週二

、故事爸媽組及同儕伴讀計劃的活動。 

舉行家⾧祈禱會，透過敬拜讚美、詩歌、經文誦讀、禱告

 

 

 

 

 

 

 

 

 

家教會於開學初建立聯絡群組，於各班選出代表聯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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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溝通更緊密。 

本校特邀六十多名家⾧義工為小六同學進行「升中模擬面試」實踐活動，讓同學體驗個

說故事及帶領活動的技巧，有助義工家⾧參與週二 Reading Mummy & 



 

 

 

 

 

 

 

 
 

2019-2020 家⾧教師會活動㇐覽 

日期 活動 

10 月 家⾧教師會會員大會暨家⾧講座: 

「父母，作孩子生命 師傅」教育講座 

(主講嘉賓：生命培育及家庭服務社工—黃鎮昌先生 (Marco Sir) )              

12 月 聖誕慶祝會暨聖誕便服日：家⾧表演 

1 月 小六升中模擬面試全級活動 

跨科目活動日 

家教會周年旅行日 

2 月 運動遊戲日步行籌款 

4 月 獻校禮                                     疫情延期, 另行通知      

7 月 六十週年校慶 

 

 

 

 

 

「父母，作孩子生命 師傅」教育講座 
本校邀請了生命培育及家庭服務社工—黃鎮昌先生 (Marco Sir) 主領講座。Marco Sir 於講

座分享養育孩子的心得，他認為父母是孩子生命最重要的師傅，只有陪伴才可進入孩子的

內心世界，讓孩子與父母建立良好的親密關係。 



 

 

 

 

 

 

 

 

 

 

 

 

 

 

 

 

聖誕慶祝會暨聖誕便服

十二月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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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既有趣又有意義的話劇

慶賀禮」。話劇講述同學們乘時光機回到六

十年前位於⾧康街的北角

衞最重要的三個特質

提醒同學們「智、仁、勇」是要用生命活出

來，勇敢走出去，用愛心去看世界。家⾧落

力地演出話劇，再加上同學們多姿多采的表

 

北衛‧愛傳承 

 

 

暨聖誕便服日 

十二月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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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既有趣又有意義的話劇──「怪盜 DX 的校

慶賀禮」。話劇講述同學們乘時光機回到六

十年前位於⾧康街的北角衞理小學，尋找北

最重要的三個特質──「智、仁、勇」，

提醒同學們「智、仁、勇」是要用生命活出

來，勇敢走出去，用愛心去看世界。家⾧落

力地演出話劇，再加上同學們多姿多采的表

演，為大家帶來無盡的歡樂。 

在 Faceboo

放給在本校就讀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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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孩童從小願意分享、善用㇐切

上而來的資源、減少浪費、愛護環

境，讓北

傳承下去。另外，感謝家教會委員

協助測試及整理此平台，並訂立細

Facebook 網頁成立此平台，開

放給在本校就讀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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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孩童從小願意分享、善用㇐切從

上而來的資源、減少浪費、愛護環

境，讓北衞愉快學習和關愛的氣氛

傳承下去。另外，感謝家教會委員

協助測試及整理此平台，並訂立細

則供家⾧參考。 



  

 

 

         已在畢業禮進行頒獎，以下是獲獎名

 

 

 

 

 

 

 

 

 

 

 

 

 

 

 

 

 

 

 

 

 

 

 

 

 

 

 

 

中文科 6A

英文科 6A

數學科 6A

視藝科 6A

音樂科 6C

體育科 6A

2018-19 年度家⾧教師會獎學



        音、體、視獲獎生 


 

家⾧義工綜藝日暨學生成果展

在畢業禮進行頒獎，以下是獲獎名單 

6A 尹綽晞 6C 

6A 尹晞瑤 6C 

6A 翁家澍 6A 

6A 柯鈺琳 6B 

6C 李臻善 6C 

6A 楊成康 6C 

年度家⾧教師會獎學金 



          中



生成果展 

鍾銘琛 

吳鍏汛 

黃光佑 

梁洛僖 

高旨盈 

許浚灝 



中、英、數獲獎生 





 

         二零㇐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是次家⾧義工綜藝日與學生成果展合辦，學生以㇐連串表演感謝家⾧義工們㇐年來對學   

校活動的熱心參與及支持。 

 

 

 

 

 

 

 

 

 

 

 

 

 

  北 角 衞 理 小 學 家 ⾧ 教 師 會 2018-2019 年 度 ( 第 22 屆 ) 財 政 簡 報 



 

 

(01/9/2018 – 31/08/2019) 

 
收 入 HK$ 

2018-2019 會費收入 
 

52,600.00 

教育局津貼 
 

15,474.00 

便服日捐款 
 

59,652.00 

PTA 旅行收入 
 

139,835.00 

   

 
收入總數 267,561.00 

支 出 HK$ 

教育局津貼 - 家校合作活動 獎學金 4,800.00 

教育局津貼 - 家校合作活動 小六模擬面試家⾧義工飲品 169.40 

教育局津貼 - 家校合作活動 其他支出 510.00 

親子旅行支出 
 

140,936.00 

教育局津貼 - 經常性開支 會訊、號外 9,320.00 

教育局津貼 - 經常性開支 PTA 故事爸媽物資 359.30 

教育局津貼 - 經常性開支 PTA 親子攝影比賽獎品 300.00 

聖誕節禮物  
 

15,600.00 

東區家⾧教師會年費  
 

300.00 

講座的講者費用 
 

10,000.00 

資助運動遊戲日 
 

10,000.00 

工友年賞 
 

600.00 

家教會活動開支  
 

4,327.00 

郵費, 印刷, 文具, 雜項  282.00 

支出總數 197,503.70 

本年度收支盈餘(不敷) 
 

70,057.30 

年初累積盈餘(01/9/2018) 
 

130,570.75 

本年結累積盈餘 (31/08/2019) 
 

200,628.05 

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 

本年結累積盈餘 (如上) 
 

  
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16/09/2019) 196,203.55 

會訊徵稿 



 

 

 

 

 

 

 
 
 

 

 

 

 

 

 

北角衞理小學家⾧教師會已成立二十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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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投稿站-新校迎鑽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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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ls@npmps.e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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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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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 月 31 日。 

 

編輯委員： 

顧問 : 校監曾立基先生      黃侶詩校⾧ 

委員 : 莊琼蓮女士     葉麗珊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