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家長教師會會訊

若要我們在這裡裏數算神的恩典和祂奇妙的作為，就像天上的星星何其多，何等令

人讚歎。

蒙神的眷顧和帶領，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已有三十周年，由大圍遷到馬鞍山，由

開始小一只能開兩班，到現在小一開至五班，足以見證校長、老師、各同工，他們所

付出的努力、愛心並沒有白費，還不斷地萌芽成長，見證着神的大能。

很榮幸有機會參與家教會會務，在這期間，對學校運作了解多了，對學校辦學理念

更加明白，深深感受到學校那份大使命：教育每一個孩童，使他們成為一個為神使用

的人。

祝願學校將聖靈所結的果子，彰顯在各人當中，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加拉太書五22

江國倫先生
（6A江榮朗家長）

2014年9月   非賣品

在過去一年，我要感恩的事

數之不盡。

為上帝的引領而感恩

離開任教十八年的學校來到

我完全陌生的宣道會台山陳元喜

小學接任校長職務，我當時的心

情既興奮又緊張。回想在整個轉職過程中，我心中切實感

受到從神而來的平安，教我學習交托和順服的功課。為上

帝恩手的拖帶並豐富的預備，我要獻上無限的感恩！

為教職員而感恩

感謝上帝！學校有一群滿有教學熱誠的老師。他們的

教學經驗豐富，每天不辭勞苦、循循善誘教導學生，很多

時在學校工作的時間比在家的時間還要多呢！老師們雖各

有強項，卻能融洽相處，合作無間，在教員室裏經常聽見

他們的歡笑聲。感謝上帝讓我認識他們，能夠與他們共事

是我的福氣！

為學生及家長而感恩

我要感恩是因為這裏有很多信任及支持學校的家長。

他們在教導子女的事上，時常與老師緊密溝通和聯絡；在

學校的事務上，經常付出無私的奉獻，以致學校的各項活

動能夠順利完成。感謝學生讓我們成為他們的老師，作他

們成長的同行者，與每個生命分享喜怒哀樂，教與學天天

增長。

為三十周年校慶而感恩

多謝上帝帶領學校經過三十周歲，雖然期間學校經過很

多艱難的歲月，但每次都見證著上帝對學校的祝福。我也為

上學年的慶祝活動如：校慶盃比賽、感恩崇拜暨嘉年華會、

畢業禮暨英語音樂劇及各項籌款等活動，能夠圓滿順利進行

而獻上感謝，讓我們更深切體會上帝的豐富預備！

為家人而感恩

校長的職務比我想像的還要多！在忙碌的日子裏，我

很多時會忽畧家人的需要和照顧，可是他們的忍耐、包容

和愛護讓我感動。沒有他們的支持和鼓勵，我今天絕不能

成為一位校長。感謝上帝讓我與家人更加珍惜相聚的時

間，更懂得互相體諒和扶持。

懂得感恩的人就能領受從上帝而來的平安及喜樂。我

們不要忘記聖經的教導，就是「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

告，凡事謝恩」（帖前五：16-18）

岑韻蘭校長

校址：沙田馬鞍山頌安邨       電話：2633 9277       網址：www.catshcc.edu.hk       傳真：2633 9080

主 席 的 話

校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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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玉儀女士 (5B汪殷彤)

時間過得真快，	轉眼間我

女兒在本校已進入第五個年頭

了，	本人亦有幸在家教會當了

兩年委員，家長教師會這個名

稱，相信大家都絕不陌生。

家教會當中有校長，老師和各級

不同的家長，在開會的時侯，大家會有不同的意見，

為學校、學生、家長舉行多元化的活動，喜見各位委

員花了不少的精力、時間來培育我們未來的主人翁，

我衷心地感謝學校對我們的“愛＂和“關懷＂。

最後，本人相信岑校長、各位老師，甚至教職

員、工友的辛勤成果雖未必立竿見影，但只要努力堅

持，追求累積性的進步，最終必定會有所回報的。																			

時間過得真快，	轉眼間我

女兒在本校已進入第五個年頭

家教會當中有校長，老師和各級

梁慧敏女士(5A黃日朗1A黃日晴家長) 

感謝天父，能夠見證學校

三十周年真使我很欣慰。一連

串慶祝活動，我印象最深刻是

嘉年華會，學校各教職員學生

努力籌備，我們家教會一班家長

委員負責幾個攤位遊戲，大家上下

同心為嘉年華會增加歡樂氣氛，在製作過程中，讓我

又重拾中學時代留校做壁佈的日子。今年我作為五年

級和一年級的家長，我會繼續秉承家教會的宗旨作學

校和家長溝通的橋樑，希望同學能在身，心，靈各方

面得到全人發展。

梁慧敏女士(5A黃日朗1A黃日晴家長) 

感謝天父，能夠見證學校

努力籌備，我們家教會一班家長

委員負責幾個攤位遊戲，大家上下

黃雅詩老師

「學校是一個大家庭，老師好

像爸媽，同學好像兄弟姊妹。」

經過這一年參與家教會的工

作，與家長委員們一起為學校

服務，深深體會到得這句話已

經落伍，不合時宜了。為何有這

種體會？因為這句話忽略了家長們，

他們在學校擔當了重要的角色。

有了家長們的參與，學校就變成了一個魔術城，家

長們把不可能的任務都變得有可能，三十周年的嘉年

華、中國文化日、數學日、科學日等，哪有一項沒有家

長們的份兒？家長委員們、義工們犧牲了寶貴的休息時

間，犧牲了照顧子女的時間，還施展了自己的魔法，如

烹調美味的小吃、製作別緻的中式掛飾、扭出各種別出

心裁的氣球，為每一個活動增添了不少的色彩。家長

們，你們就是學校裡的魔術師，為學校裡的每一位學生

都帶來不少的歡樂！

「學校是一個大家庭，老師好

經落伍，不合時宜了。為何有這

種體會？因為這句話忽略了家長們，

梁芷凝老師

今年我是家長教師會委員會的

財政，當此職務令我最深刻是家

長委員義務地在一整天的工作或

家務忙碌後，仍然不怕辛勞，為

了學校及學生的福利及學習而參

與定時的晚上會議。除了出席會議

外，家長委員也每次在學校大型活動時擔任義工，協助

學校進行各類活動，例如於三十周年感恩崇拜暨嘉年華

之前幫忙預備攤位遊戲的物資，最後她們自製了一個拋

球遊戲，讓學生玩得樂此不疲。

最後，我希望各位家長義工繼續為了學生有更好的

成長，無私地作出奉獻，神定必悅納。

今年我是家長教師會委員會的

了學校及學生的福利及學習而參

與定時的晚上會議。除了出席會議

外，家長委員也每次在學校大型活動時擔任義工，協助

黃國榮老師(圖右)

常說「三十而立」，意即

人到了人生最豐盛及成熟的

階段。今年宣道台山陳元喜

小學正值人生三十歲，經過

以往二十多年的起起跌跌，

更由大圍的下午校，成為馬鞍

山的全日制學校。這所「精鍊成

鋼」的學校，全賴背後勞心勞力的每位持分者：宣道會

母會及校董會，不斷努力為學校建造更美好的校園，同

時對學校前線工作者多投以信心一票。校長、老師及學

校各職員“不辭勞苦“	地教導及照顧學生的需要，家

長們在各方面的支持及信任，凡這種種都使宣道台山陳

元喜小學＂成長＂為更討神及人喜悅的學校。	

委 員 分 享

常說「三十而立」，意即

更由大圍的下午校，成為馬鞍

山的全日制學校。這所「精鍊成

鋼」的學校，全賴背後勞心勞力的每位持分者：宣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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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穎欣女士(5A梁鎰澄家長 )

小兒剛入讀小一的時候，

適逢是新一屆家教會委員的招

募，當時我「膽粗粗」去了參

選	，亦幸運地被選上了。不經

不覺已當了兩屆的家教會委員，

在這四年的日子裡除了認識不同級別

的家長外，亦可以與校長和老師們一起商討家教會

的事務，關注學校發展，加強與學校的連繫，使我

真的獲得不少寶貴經驗。

每一次看見大家「絞盡腦汁」為同學和家長們

構思不同活動，事後又會認真作出檢討時，真的十

分感動，因為大家付出不少努力都是為著我們的小

孩子可以在愉快的環境下學習。	

最後，我藉著這個小框框，向大家呼籲，新學

年又開始了！希望各位家長能夠一起加入家長義工

團隊，	積極參與學校的活動，一起令我們彼此都留

下更多美好的回憶。

趙敏芝主任

「三十歲」—富有魅力

的年齡，「陳元喜」小學

三十歲了。在這三十個美

好的年頭裏，相信每一位

曾經在「陳元喜」生活過

的學生老師，甚至家長，

都與學校有着很多令人回味

的片段。

去年度，學校踏入三十周年，舉辦了多項慶祝

活動，其中三十周年校慶嘉年華會，令我印象深

刻。雖然當日天氣炎熱，陽光猛烈，但仍不減家長

和學生參與活動的熱情。校園裏滿滿的笑容，頓時

使嘉年華會的氣氛推到最高點。這一切一切，我依

然歷歷在目。				

這次三十周年校慶嘉年華，讓我感受到上下一

心所帶來的各種美好，在家長、學生和老師的支持

下，活動得以順利舉行。還記得在籌辦時各種難

題，使大家都十分困擾，幸好，各人都本着愛，對

學校的愛，不計較，不放棄，付出時間、體力，把

最好的安排，最好的活動，總之所有最好的都一一

送上。

回憶是美好的，校園裏的一點一滴，都令人難

以忘懷。在此感謝各位校長、家長、老師、職工、

學生，並祝願學校在未來的三十年繼續為學生帶來

美好的將來，培育更多社會的棟樑。

 趙素貞(13-14年畢業生6A鄺睿安家長)

回望過去兩年能參與家長

教師會的事奉而感恩。家長與

學校並肩，一起提升學校設

施，使學生能在更理想的環境

中學習，對我來說亦是個深入

認識學校的好機會。

作為家長，我們都希望能給子女最好的。學校不只是孩

子學習的地方，也是給家長了解自己子女的好途徑。家長與

學校能攜手建立子女的個人品格、成為神所喜悅的小孩。

小兒於去年完成了小學的階段，而我在家教會的任期

亦剛好屆滿。在離開之際，期盼有更多家長能積極參與家

教會的工作，一同為孩子們建立一個充滿愛和彼此服侍的

校園。願神不住的賜福予學校、教職員、家長和孩子們。						

劉毓麒先生(5A劉晞彤)

轉瞬間一年又過去了，我能

夠跟女兒一起融入學校的生活，

分享她在學校的每個點滴，這時

候，無論工作有多疲累，都會變

得精神抖擻。過去兩年當家教會

委員，令我更認識和了解學校的運

作和整體發展方向。今年，適逢是學

校三十周年校慶，能夠參與其中，無論以家長的角色或委

員的角色，都能跟學校共同邁進一個新的里程，真是別具

意義！在此，衷心祝福學校在往後日子裡，能夠有更多的

家校合作，令生活在學校這個大家庭的孩子們有更豐盛的

未來。

羅惠嬋副校長

歷任家長教師會委員已有很多

年，每年都親身感受到一班家長委

員及家長義工的熱誠和努力，只

要是對孩子學習及成長有益的事

情及活動，他們都不遺餘力、堅持

去完成，這是從過往的多年所印証

的不爭事實。尤其在今年四月的三十

周年校慶嘉年華，家長事前準備攤位遊戲，當天在不同崗

位擔任義工，烈日當空下，個個「身水身汗」，但從卻沒

有怨言，這種無私的付出，真令人感動！

看到家長們的努力和付出，我們老師們也不敢怠慢，

大家攜手同心陪伴孩子們健康快樂地成長。在此，衷心多

謝一班家長委員及家長義工，尤其是卸任的委員，你們的

辛勞會彰顯在學生的學習成果和良好的品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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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覺已當了兩屆的家教會委員，

在這四年的日子裡除了認識不同級別

「三十歲」—富有魅力

都與學校有着很多令人回味

轉瞬間一年又過去了，我能

委員，令我更認識和了解學校的運

作和整體發展方向。今年，適逢是學

歷任家長教師會委員已有很多

年，每年都親身感受到一班家長委

去完成，這是從過往的多年所印証

的不爭事實。尤其在今年四月的三十

周年校慶嘉年華，家長事前準備攤位遊戲，當天在不同崗



2012年8月 小一學生及家長適應活動

9月

三十周年校慶啟動禮
校園開放日暨家長會
小一及幼稚園家長觀課
家教會周年會員大會
親子燒烤樂
為小一家長提供手機短訊服務，發放學校重要消息
敬師運動2013

10月
「小手牽大手」親子活動(10月至12月)
第一期親子羽毛球同樂日(10月至12月)

11月
第一次家訪
三十周年校慶親子校運會

12月

三十周年校慶親子旅行
「為生命喝采」聖誕懇親佈道晚會及聚餐
一至五年級接見家長日及親子活動
第一期課外活動開放週

2014年1月
一年級專題研習分享會
二年級親子玩具同樂日

3月

《仙履奇緣》創意芭蕾舞計劃結業表演
台灣四天遊學團分享會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挑戰日營
第二次家訪

4月
三十周年感恩崇拜暨嘉年華會
第二期課外活動開放周

5月

家長持分者問卷
公益少年團賣旗日
「家」添	喜樂親子日營
教育主日
接見家長日及「親親Mom	&	Dad」親子活動
「愛爸媽．愛我家」運動啟動禮

6月
三十周年校慶「閱讀全接觸」圖書捐贈
四年級「成長的天空」親子黃昏營

7月
學生學習成果分享會
畢業典禮暨畢業生茶會
三十週年校慶感恩晚宴

小一學生及家長適應活動

13-14家校親子活動

玩具同樂日

芭蕾舞

旅行

閱讀全接觸

運動會

燒烤

親子日營

家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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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惠玲女士(6A黃舒琳家長)

過去的一學年，同學們和學校共同度過

了忙碌而精彩的一年。由三十週年校慶啟動

禮開始，各項活動隨即展開，至大型英語音

樂劇在掌聲及喝彩聲中，畫上完美的句號。

在這一年，老師們為各項活動而忙碌，

家長們也積極参與，充分體現了家校合作的

精神。

女兒今年

已升讀六年

級，過去的五

年，女兒與學

校一起成長，

我很慶幸她能

在關愛下愉快

地學習。祝願

學校在未來的

日子裏，有更

好的發展。

鄧翼雲主任

在家教會委員會擔任親子閱讀組工作已有兩年，

認識了一群致力推動親子閱讀的家長，他們無私地為

學生付出時間和心思，陪伴學生在圖書中經歷不同的

情境，領悟人生道理，實在要感謝他們！

本年度在週一閱讀課安排家長進入小一和小二的

課室進行閱讀，以大班和小組形式進行閱讀，與學生

分享故事，藉以提升學生閱讀圖書的興趣，學生很喜

歡聽家長講故事呢！

此外，透過週四的聯課活動時段，家長和同學分

享故事後，隨即進行有趣的閱讀活動，同學都很投入參與。希望來年有更

多的家長加入親子伴讀行列，特別是一年級的家長，與學生分享更多好故

事，建立學生的閱讀習慣，同時能幫助學生培養良好的品格。

2013年8月 小一家長適應課程

9月
家長英文伴讀工作坊
一年級家長支援聚會

9月至12月 家長班秋季課程

10月
小一家長會
十月份周四「元喜家長坊」及祈禱會

11月 十一月份周四「元喜家長坊」及祈禱會

12月

家長祈禱會(12月至1月)
小六升中講座
教育局主辦「升中選校」家長講座	
十二月份周四「元喜家長坊」及祈禱會

2014年1月 一月份周四「元喜家長坊」及祈禱會

2月
家長祈禱會及查經班(2月至6月)
二月份周四「元喜家長坊」及祈禱會

3月
「如何運用教材改善學生的言語問題」工作坊
三月份周四「元喜家長坊」及祈禱會
一年級家長英文班(3至5月)

4月
六年級升中選校家長會
四月份周四「元喜家長坊」及祈禱會
沙田區家長教師聯會「升中選校攻略」講座

5月
「家長也敬師」運動
五月份周四「元喜家長坊」及祈禱會

6月
祝福小五小六孩子聚會
升中適應講座「親子同行升中一」
六月份周四「元喜家長坊」及祈禱會

十一月份周四「元喜家長坊」及祈禱會

「如何運用教材改善學生的言語問題」工作坊

5

親 子 閱 讀
親子閱讀組

家 長 教 育

小一家長適應課程

家長教育及活動



2013年9月 協助小一學生適應及午膳
9月至12月 於圖書課及聯課活動進行親子伴讀活動

10月

科學日協助課室實驗活動

三年級戶外學習—馬鞍山社區設施

五年級戶外學習—太空館及星光大道

六年級戶外學習—赤柱

11月

二年級戶外學習—嘉道理農場	

四年級戶外學習—水資源教育中心學習活動

一年級牙科保健

12月
2014家長校董選舉
英語同樂日

2014年1月

三年級戶外學習—文化中心及星光大道

六年級戶外學習—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中國文化日

2月 五年級戶外學習—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3月 學校舞蹈節中國舞比賽

4月

一年級戶外學習—香港動植物公園

六年級戶外學習—香港科學館

協助三及六年級說話訓練

四年級戶外學習—香港歷史博物館

數學日

三十周年校慶嘉年華

6月 「閱讀全接觸」圖書閱讀日

7月
英語音樂劇

贊助及協助畢業禮茶會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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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工 服 務
從服務中實踐關愛

協助小一學生適應及午膳

家長義工服務



為了鼓勵及表揚家長義工，本校參予社會福利署轄下「義務工作委員會」舉辦的義務工作嘉許計劃。按照嘉許計劃

的標準，獲得「義務工作嘉許狀」的家長有：

銅獎—服務達50小時或以上

李珮君女士（3B陳思宇家長）

黃惠玲女士（6A黃舒琳家長）

本校家長義工服務隊全年服務時數共達1051小時，獲團體服務金獎。

�

2013學習型家庭獎勵計劃得獎名單

2013家長義工嘉許計劃

13-14年度家長義工名單

欠資料

何潔慧	 張敏儀	 羅靜雯	 周燕莊	 李菁蔓	 黃天明	 陳發源	 黃　穎	 陳美美	 方美卿	 陳佩珊	 任冬梅

李曉華	 梁雪雅	 高佩娟	 王理玉	 鄭佩珊	 黃巧雲	 陳芷盈	 莫婉霞	 吳　娟	 陳牡丹	 黃麗緣	 林錦芳

王　兵	 郭美玉	 葉嘉倩	 何佩欣	 張咏梅	 付　倩	 翁小玲	 黃站玲	 陳加來	 梁秀雲	 林有嫻	 張麗梅

李滿元	 李程麗	 李珮君	 曾秀蘭	 陳詠怡	 薩詠詩	 李橋清	 李琼容	 張　英	 王　薇	 鄧滿雲	 林鈺燕

何慧珊	 區惠芬	 范雪萍	 蔡曉娟	 鄭冬敏	 鄭昱沂	 王美雅	 麥露娜	 阮惠東	 鄭惠玲	 楊淑晶	 陳春花

冼淑玲	 陳建其	 吳碧慧	 許金蓮	 曾慧芝	 劉文娣	 侯沅鈴	 張燕枚	 何約翰	 洪家鳳	 陳麗洪	 張麗如

張維津	 謝仕娣	 麥桂英	 羅慧芝	 陳賽玲	 馬淑霞	 張利華	 潘玉儀	 周　娟	 鄭蓓蓓	 徐建敏	 吳慧儀

唐玉梅	 余玉香	 馮小芬	 趙麗珊	 蔡偉櫻	 繆咏宣	 張春燕	 張玉珍	 郭春梅	 熊　欣	 黃碧君	 張玉儀

曾會方	 伍玢萱	 吳玉瑛	 梁淑儀	 譚嘉茵	 江國倫	 黃嘉穎	 陳　雯	 方綺華	 黃惠玲	 蘇健玲	 趙廣達

杜婉儀	 周　彩	 尚啟燕	 梁淑君	 吳愷琰	 蘇　花	 梁家林	 關惠冰	 杜麗賢	 趙惠萍	 衛　莹	 趙素貞

李美芳	 陳翠芳	 林碧芳	 許燰龍	 萬佩珊	 林漢堅	



主　　席：江國倫先生	 顧問：岑韻蘭校長

副	主	席：趙素貞女士	 羅惠嬋副校長

秘　　書：熊穎欣女士	 黃雅詩老師

財　　務：劉毓麒先生	 梁芷凝老師

康　　樂：梁慧敏女士	 趙敏芝主任

宣傳及聯絡：張玉儀女士	 黃國榮老師

會籍及圖書：黃惠玲女士	 鄧翼雲主任

本屆家長教師會承蒙校長、一班常務委員及家長義工支持，使會務得以發展，尤其一群熱心
付出的家長義工，本會謹此致謝。

項目 摘要 數量 收入 支出 結餘
學生捐款 31,760 31,760

活動
20/12/13 English	Fun	Day

義賣小食 3,658 -1,281 2,377

28/01/14 中國文化日	
義賣小食 4,131 -1,859 2,272
義賣扭波 1,715 -346 1,369

5,846 -2,205 3,641

12/04/14
感恩崇拜暨嘉年華
會	
慈善券及代用券 19,345
鞍盛堂資助 3,800
余安正校董捐款 20,000
佈置、慶典物資 -534
Foam	Board -1,800
致送嘉賓 -210
早、午茶點 -2,725
義賣物品 -837
義賣小吃 -1,833
致送義工 -535
長頸鹿彈床 -3,800

43,145 -12,274 30,871

25/06/14 圖書義賣 2,982 2,982

05/07/14 三十周年晚宴
學生購票	@280 13,440
學生購票捐款 1,500
嘉賓捐款
學校改善工程 8,600
教員室改善工程 5,000
嘉賓拍賣 5,200
晚宴 -20,740

33,740 -20,740 13,000

校內籌款： 121,131 -36,500 84,631

主　　席：江國倫先生	 顧問：岑韻蘭校長

第四屆家長教師會
常務委員名單

摘要 數量 收入 支出

30周年校慶等籌款活動收支

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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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財政報告
　收入 						$	

承上年度結餘 43,917.46
政府撥款 13,811.00
會費收入 11,970.00
活動收入	[備註(1)] 31,054.00

100,752.46

備註(1)：活動收入：

1.親子燒烤	$21,420.00；

2.親子日營$4,500.00；

3.親子羽毛球$560.00；

4.中國文化日義賣$4,574.00

支出 $
核數調整 218.60
退回校服款項予家長 624.00
獎學金 1,600.00
會訊印刷費 4,000.00
家長班支出	 5,275.60
活動津貼		[備註(2)] 46,531.90
其他支出		[備註(3)] 17,541.90
下年度結餘 24,960.46

100,752.46

備註(2)：活動津貼：

1.親子燒烤$27,920.00；

2.親子日營$8,538.00；

3.Fun	Day	$1,085.90；	

4.中國文化日及義賣物資$3,000.40；

5.科學日$1,600.40；

6.畢業典禮茶會$3,000.00；

7.P.1適應茶點$243.20；

8.家長班飲品$546.00；

9.接見家長日攤位物資$598.00

備註(3)：其他支出：

1.歡送鄧校長禮物$1,025.00；

2.義工禮物$516.90；

3.書叢年費$600.00；

4.家長校董投票用白信封$200.00；

5.親子燒烤(27/09/14)訂金$12,000.00；

6.微電驅蚊器2部$3,200.00	

備註(4)：以上收支結算報告經由許廸和先生(6A

許家澄家長)義務審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