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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家長教師會會訊 

地址：新界天水圍天柏路2號     電話號碼：2445 0101     傳真號碼：2445 9247     學校網站：http://www.homing.edu.hk

 二零二零年二月

!!! 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常務理事合照  !!!

職位 家長理事 學校理事

主席 舒    平女士 /

副主席 黃文偉先生 陳煥璋校長

秘書 賴盈盈女士 溫綺夏老師

司庫 劉桂霞女士 譚鳳婷副校長

康樂 馮彩蓮女士 黃志華老師、鍾家曦老師

聯絡 王亞麗女士 陳淑芬老師、陳佩桃老師

總務 黃小英女士 溫靜賢老師

增選 陳宇惜女士、葉家梅女士 /

http://www.homing.edu.hk
http://www.homing.edu.hk


!!! 家長理事感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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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會訊  二零二零年二月

主席  舒平女士 

 大家好！2017年我女兒幼稚園畢業就入讀可銘學校，我同時

也就加入了學校的家長教師會，現已是第二屆的理事，我感到十

分榮幸，今年當選為主席。 

 加入家長教師會，讓我能與校長、老師和各位優秀的家長們

一起探討與學習孩子的教育，並參與學校一些工作，我感到非常

幸運，讓我受益很深。在這個組織裏讓我了解到在教育孩子的過

程中，家長不容易，老師更加不容易，尤其是學校為孩子們的各

方面都要做得很周全與深入。同時，也讓我知道了作為家長，怎

麼做好才能配合學校的各項工作，讓家長與學校有一個更好的連

接，而達到合理培育孩子們的目的。現在，作為家長教師會的主席，更需要我身心投入，代表家長們與學校一

起為孩子們提供更多的服務。 

 我非常珍惜加入家長教師會的機會，所以我會盡我所能，繼續做好我的工作，也充分相信可銘學校會越

辦越好！

秘書  賴盈盈女士 

 眨眼孩子入讀可銘學校已經一個學期了，首先在此感謝學校

對孩子的辛勤培育。 

 自從孩子升上小一，就開始踏入人生的另一個重要階段。作

為家長，起初是緊張和擔憂。擔心孩子在校園的團體生活，怕孩

子太過內向，又怕太過外向；想給孩子多些安全感，又怕太依

賴；怕孩子學習有壓力，又怕學習態度太嬉戲，所以很希望和學

校有互動，有合作，和孩子多些參與學校活動，早點令孩子找到

歸屬感。 

 很高興加入家長教師會，家教會這座橋樑令我和學校距離又

近了一步，我慢慢瞭解家教會運作和校內活動的工作，也特別榮

幸能夠和其他家長一起參加義工活動，令我受益匪淺。見到孩子在學校多姿多彩的學習生活，我也感到非常欣

慰和難忘。希望孩子們的學習生涯更美好，祝學校教育事業精益求精。

副主席  黃文偉先生 

 感謝各位家長及學校的信任與支持，今年再有機會加入家長教

師會這個大家庭，繼續可以與其他家長同心協力一起為學校及學生

服務。 

 我亦希望可以藉著家長教師會，與所有家長一起將關愛、感

恩、積極的訊息帶到學校，令每位學生都能有一個充滿愛和愉快健

康的校園生活。 

 衷心祝福可銘每一位同學能夠做到正面積極，感恩珍惜，充滿

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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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庫  劉桂霞女士 

  大家好！我已是第四次成為可銘學校家長教師會的理事，能夠為學校、

學生、家長做事，我感到非常榮幸。在此，衷心多謝家長、校長及所有教職

員繼續支持家長教師會，我定當會做好家校合作事務，讓學校繼續向前發

展。孩子在可銘學校讀書將近兩個學年，她很喜歡學校的校園生活，人也愈

來愈開心，見到孩子在校不斷成長，身為家長真的很欣慰。最後再一次衷心

答謝家長、校長、所有老師及職員的努力，期望我們的家長教師會越辦越

好，多謝大家！ 

家長教師會會訊  二零二零年二月

康樂  馮彩蓮女士 

 感謝各位家長支持，讓我今年再有機會加入家長教師會，為可銘這個大家庭服

務。作為康樂，我期望可以與其他家長一起為同學籌辦各項活動，累積個人寶貴經

驗之餘，也能發揮家校合作精神。 

 我深信只要家長和學校同心合作，攜手推動校園的關愛文化，努力去建立正面

積極、鼓勵欣賞、健康愉快的學習環境，這就是對可銘的孩子最大的祝福。

聯絡  王亞麗女士 

 很榮幸成為第十二屆家教會理事成員，也很開心在家校共育溝通的紐帶中擔任一

角。家，如清晨旭日，給予孩子溫暖與陪伴。校，如雨露清泉，滋潤孩子的內心世

界。用陪伴溫暖孩子的心田，用愛見證孩子的點滴成長，家校攜手，共建有溫度的教

育。我在家長教師會的願景正是通過家校溝通與交流，鞏固家校共育之橋。

總務  黃小英女士 

 孩子們在可銘這個大家庭一路收穫一路成長。在這個大家庭，不

僅教導孩子們書本上的知識，更重要是教導着孩子們做人的道理！也

讓家長們參與孩子們的成長！感恩我們的大家庭——嗇色園主辦可銘

學校。 

增選理事  陳宇惜女士 

 大家好！非常感謝家長們的提名及支持，讓我可以有機會成為家長教師會的成

員，令我可以更加了解「家校合作」的精神。 

 當我參與了家長教師會的活動後，更加了解到學校每次舉辦的各項活動，背後原

來經過校長、老師們、家長義工們的討論及籌備，反覆調配，方可完善舉辦。 

 非常榮幸可以參與學校的工作，為學校和同學們出一分力，讓我可以一同學習，

一同進步。 

 在此希望藉著「家校合作」，讓可銘的孩子們繼續愉快學習，健康成長。謝謝！ 



 

2018-2019年度家長教師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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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家長義工團隊   !!!

家長教師會會訊  二零二零年二月

增選理事  葉家梅女士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經不覺，我們加入可銘這個大家庭將近三年了。從我選校

第一次踏進可銘學校，就被校長那親切的笑容所吸引，毫不猶豫就選擇了這所學校。自

從兒子在可銘就讀就被學校優良的校風熏陶感染。 

 感恩每一位老師，讓孩子學到了知識，學會了手工技能，掌握了待人接物禮儀......

孩子們的每點成長進步都是你們辛勤汗水的結晶，在這裡我真誠地向各位老師說一聲：

「您們辛苦了！」 

 家教會也為我們搭建了一個平台，每個家長、老師、學生之間可以互通信息，了解

學生在校表現，做到教育學生有的放矢。家長也可以相互溝通，做到揚長避短。我很高

興與各位家長理事合作，一起分享他們校園生活的酸甜苦辣！願用我們的努力來感恩學

校，激勵孩子們健康快樂地成長。

日期 2018-2019年度家長教師會活動

2019年6月27日 中國傳統文化演藝大賽

2019年5月5日 親子旅行

2019年4月15日至19日 第二十五屆家長也敬師運動

2019年3月26日 親子體適能同樂日（四至六年級學生）

2019年3月至6月 家長瑜伽班、家長編織班、家長書法班

2019年3月2日 香港善導會全港賣旗日

2019年2月17日 「慶元宵．賣物會」暨盆菜宴活動

2019年1月29日 新年裝飾製作班

2018年12月21日 聖誕聯歡日

2018年11月6日 親子體適能同樂日（一至三年級學生）

2018年10月13日 南葵涌社會服務處賣旗日

2018年10月至7月 親子有機種植活動

2018年9月20日及21日 迷你冰皮月餅製作坊



2018-2019年度家長教師會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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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會訊  二零二零年二月

   聖誕聯歡會         「環保為公益」慈善義賣花卉活動       家教會親子旅行

「慶元宵．賣物會」暨盆菜宴活動      家長講座活動         大息家長義工「故事姨姨」活動

 迷你冰皮月餅製作坊         親子有機種植活動       賣旗日籌款活動 



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家長教師會 

2018-2019年度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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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會訊  二零二零年二月

　 收入項目 銀碼 　 支出項目 銀碼

1 2017-2018年度結餘 $70,659.67 　 家長校董選舉物資費用 $750

2 2018-2019家長教師會會費 $18,330 　 家長教師會會訊（印刷費） $1,600

3 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資助 $15,474 　
家長義工活動及 
聚會食物費用

$2,955.1

4 迷你冰皮月餅班費用 $2,000 　 迷你冰皮月餅班材料費 $1,457.2

5 親子種植班費用 $2,200 　 親子種植班材料費 $1,260

6 盆菜宴費用 $26,520 　
「慶元宵．賣物會」暨 

盆菜宴
$37,015.32 

7
「慶元宵．賣物會」暨 
盆菜宴義賣活動收入

$6,476 　
開放日家教會義賣 
小食材料及禮物

$1,202.54 

8 開放日家教會小食義賣收入 $863 　 親子一日遊 $50,662

9 親子旅行日收費 $44,150 　 聖誕聯歡會禮物 $9,365.46 

10 　 　 　 學校綠化改善工程 $4,880

11 　 　 　 六年級惜別會禮物 $1,366.71 

12 　 　 　 學業成績進步獎獎學金 $300

13 　 　 　 郵寄月結單費用 $290

　 總收入： $186,672.67 　 總支出： $113,104.33 

2018-2019年度結餘 $73,568.34

           !!! 2019–2020年度上學期活動花絮   !!!

     「健康生活嘉年華」義賣健康小食     家教會理事準備聖誕聯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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