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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響應環保，減少浪費，鼓勵資源盡用，家長教師會於去年學期

結束前舉辦了「回收冬季校服」活動。 經家長義工篩選及整理後，本會

於 11 月 2 日 ( 星 期 三 ) 

安排有興趣的家長及學

生到學校地下正門領取

舊校服，反應非常踴躍。

教師委員 職責 家長委員

曾錫文校長 顧問｜主席 林建源先生

梁蕙君副校長 副主席 何逸敏先生

莫芷莉主任 秘書 張子熙先生

蔡家薇主任 司庫 袁海青女士

崔淑嫻老師 聯誼 范家兒女士

譚靜儀副校長 委員 代秀麗女士

陳善愉老師 委員 鄭思恩女士

劉蕙芳老師 委員 康致日先生

第十六屆周年會員大會

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成員名單

本會第十六屆會員大會 (2016-2017) 已於十月十五日 ( 星期六 ) 順利完成。

當天司儀介紹各常務委員後，便由何主席及司庫分別報告會務及財務。主席

報告去年會務順暢，實有賴家長和校方支持，而財務狀況也十分健康。此外，選

舉主任莫主任在當天宣佈了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選舉結果，由張子熙先生及

何逸敏先生當選。

本會十分感謝家長在百忙中抽空出席，回顧過往一年會務得以順利完成，全

賴一眾家長義工們的全情投入和無私付出，讓我們感受到大家對家長教師會的支持。

新一屆家長教師會教師和家長委員宣讀誓詞，代表新一屆家
長教師會順利誕生。

司庫李團順主任
進行 15-16 年度財政報告

曾錫文校長致歡迎辭

小一新生迎新日

	 敬師日．學生家長齊敬師

領取「回收舊校服」活動

2016-2017 年度小一新生迎新

日已於 8 月 23 日 ( 星期二 ) 順利舉

行，當日邀請了上年度小一學生康子

晴及其家長康致日先生分享如何協助

子女為適應小學生活作好準備；並由

15-16 年度家長教師會主席何泳嫦女

士簡介「家長教師會」概況。

九月七日 ( 星期三 ) 是本校「敬師日」。

當天，先由老師及家長司儀解說敬師日的意義，

並重溫去年師生活動的歡樂片段。然後，由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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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的鮮花，讓學生也感受到家長對老師的欣賞。最後，由學生代表向老師

送贈心意咭表達敬意，場面溫馨動人。

顧問﹕林建源主席　曾錫文校長

成員﹕張子熙先生  譚靜儀副校長

      崔淑嫻老師  劉蕙芳老師  陳善愉老師

15-16 年度家長教師會主席何泳嫦女士誠邀各小一家長積極
參與活動及擔任家長義工，合力推動會務發展。

上年度的小一學生康子晴及其家長
康致日先生分享經驗。

學生代表帶領全體同學獻唱《頌良師》。

學生代表向校長、兩位副校長和
各位主任送上心意咭。

為了發揮「家校合作」精神，家長們時常積極協助

學校推行為學生設計的各類活動。今次大家利用自己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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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們小心翼翼地爬上樹頂，
幫聖誕樹穿上新裝。

家長們在學校正門掛上彩帶。

禮堂佈置完成了，大家一起來個大合照。

編輯組編輯組
家長教育講座

2017 年 5 月 6 日 ( 星期六 )

茶聚及家長興趣班

2017 年 5 月 19 日 ( 星期五 )

精彩活動簡介

請踴躍參加

15-16 年度家長教師會主席何泳
嫦女士作 15-16 年度會務報告

家長義工們熱心為學校服務，造福莘莘學子。

家長支援小組
協助點算各項捐款

協助帶隊外出參觀及旅行

學生代表向老師們表達心意。

校長和兩位副校長代表全體老師接
受家長教師會致送的敬師日禮物。

家長們排成隊伍，有秩序地領取
校服，活動反應踴躍。



頒獎典禮 (2015-2016)
在周年大會上，我們還頒發本會主辦的 2015-2016 年度「自我挑戰獎

勵計劃」及「親子旅行攝影比賽」的獎項，家長陪同子女一起領獎，氣氛歡樂! 

最後，本會更頒發「2015-2016 年度家長義工感謝狀」, 表揚他們辛勞

地為學校服務。

沙田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宗旨：

1. 促進學校與家庭之間的緊密聯繫，以及培養家長與教

師及各家長之間的友好關係。

2. 討論有關學生與教育事宜，以及合力改善學生的福利。

家長教師會的成立目的，相信絕大部份的家長都明

白，並且深深認同及肯定它存在的價值。沙官小的家教

會可以說是十分受到家長的重視，由今屆選舉的參選人

數便可以看出，沙官小的家長們都樂意為家校合作出一

分力。更特別的是，今屆當選的委員中竟有三名「傻佬」

同時當選。對比一般的家教會，委員大多都是由「全職

媽媽」所組成。

能夠成為主席，對我這位需要兼顧全職工作的爸爸

來說，可算是一個頗大的挑戰。但我好興幸能夠與其餘 7

位家長委員及 7 位老師委員及校長的合作。還有今年新

增的顧問委員，是由以往的家教會委員中邀請參與，令

我感到十分有信心去執行這崗位。有這麼強大的團隊作

為支持，我相信沙官小的家教會必能全面實行成立的兩

大宗旨。

簡單來說，家教會是家長及學校間的一度橋樑。令

我想起曾經參與過的一項訓練活動，是要由兩組人分別

利用自己小組的物資來建築一部份

的橋樑，目的是要與另一組獨自建

築的橋樑能夠接軌。期間兩組人只可派出數名代表，進

行 2-3 次的溝通。最終兩條橋能否接軌，就要視乎溝通

過程中能否將重要的資訊表達清楚及互相協調。我相信

沙官小家教會這一度「橋樑」若要成功，同樣十分依賴

與各家長能夠保持良好的溝通，並且能向校方清楚表達，

透過討論達成共識，令每件事情都能達致雙贏的結果。

希望各家長不單投票給

今屆的每一位委員，更樂

意與我們保持良好的溝

通， 令 家 教 會 可 以 發

揮應有的功效。我們

歡迎各家長透過電郵

ptastgps@gmail.com

或意見信與我們聯絡，

令家教會不是一個小圈

子的遊戲，而是能夠服務

大家的優良團隊。

各位老師及家長，大家好。我是 3C 班何丞哲同學的爸爸，

是今屆家教會副主席。

轉眼間已經開始第三個學年，丞哲已經是三年級生。

在剛過去的二年多的時間，看見很多，亦感受很多。看

見前輩委員對校務無私的奉獻，感受到校長及老師對沙

小學生的愛心與關懷，校方不斷地改善學校的設施，大

家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小朋友能夠在愉快舒適的環

境下學習和成長。小學階段是小孩子人生中重要的開始，很

感恩參夠在沙小這大家庭裏與孩子一起成長，另我們一家人都

覺得很幸福，相信大家亦有同感。

每年家教會也會舉辦很多活動，亦會協助學校舉辦不同類型活

動，例如全校旅行、運動會、講座、和協助學生出外參觀等等 ....... 這

些活動都需要各位家長義工的支持和參與。參加義工不但能有機會多

了解學校的情況，亦可多了解孩子在學校的生活。希望各位家長繼續

鼎力支持學校、老師、和家教會，並祝各位身體健康，老師愉快教，

小朋友愉快學。

初級組得獎家庭合照 高級組得獎家庭合照

家長義工感
謝狀

「火龍果生態農莊之旅」

親子旅行攝影比賽

三年級組得獎家庭合照

林建源．主席的話	

何逸敏．副主席的話

沙田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 2015 至 2016 年度財務報告
2015 年 9 月 1	日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

細項 收入 (HK$) 支出 (HK$) 結餘 (HK$)

承上年度結餘 (15-16) 25809.55

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資助撥款 (15-16) 20129

會費 47060

花籃 500

文具及物品添置 1840

敬師日 330

聖誕裝飾及聯歡會贊助 1352

親子旅行 158048 161368

謝師宴、畢業禮及特刊 (15-16) 55200 72639.2

會訊 (15-16) 6800

全校滅蟲服務 9600

自我挑戰獎勵計劃
( 14-15 P.1-5 及 15-16 P.6 ) 書券

7000

自我挑戰獎勵計劃 ( 15-16 ) 獎杯 640

家長興趣班 1480 1480

食物售賣機電費 CLP 8227 6264

銀行自動轉賬手續費 240

講座 3000

故事爹媽導師費用 8400

SMS Marketing Service 4920

由 002 戶口轉入結餘款項 11890.3

總收入及總支出 302034.30 286373.20

2015 至 2016 年度純利 15661.10

結餘帶往下年度 41470.65

財務報告財務報告

五年級組得獎家庭合照

四年級組得獎家庭合照

一年級組得獎家庭合照
二年級組得獎家庭合照

自我挑戰獎勵計劃

獲頒感謝狀的各級家長義工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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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可以說是十分受到家長的重視，由今屆選舉的參選人

數便可以看出，沙官小的家長們都樂意為家校合作出一

分力。更特別的是，今屆當選的委員中竟有三名「傻佬」

同時當選。對比一般的家教會，委員大多都是由「全職

媽媽」所組成。

能夠成為主席，對我這位需要兼顧全職工作的爸爸

來說，可算是一個頗大的挑戰。但我好興幸能夠與其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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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家教會是家長及學校間的一度橋樑。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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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家長透過電郵

ptastgps@gmail.com

或意見信與我們聯絡，

令家教會不是一個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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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學習和成長。小學階段是小孩子人生中重要的開始，很

感恩參夠在沙小這大家庭裏與孩子一起成長，另我們一家人都

覺得很幸福，相信大家亦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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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組得獎家庭合照 高級組得獎家庭合照

家長義工感
謝狀

「火龍果生態農莊之旅」

親子旅行攝影比賽

三年級組得獎家庭合照

林建源．主席的話	

何逸敏．副主席的話

沙田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 2015 至 2016 年度財務報告
2015 年 9 月 1	日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

細項 收入 (HK$) 支出 (HK$) 結餘 (HK$)

承上年度結餘 (15-16) 25809.55

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資助撥款 (15-16) 20129

會費 47060

花籃 500

文具及物品添置 1840

敬師日 330

聖誕裝飾及聯歡會贊助 1352

親子旅行 158048 161368

謝師宴、畢業禮及特刊 (15-16) 55200 72639.2

會訊 (15-16) 6800

全校滅蟲服務 9600

自我挑戰獎勵計劃
( 14-15 P.1-5 及 15-16 P.6 ) 書券

7000

自我挑戰獎勵計劃 ( 15-16 ) 獎杯 640

家長興趣班 1480 1480

食物售賣機電費 CLP 8227 6264

銀行自動轉賬手續費 240

講座 3000

故事爹媽導師費用 8400

SMS Marketing Service 4920

由 002 戶口轉入結餘款項 11890.3

總收入及總支出 302034.30 286373.20

2015 至 2016 年度純利 15661.10

結餘帶往下年度 41470.65

財務報告財務報告

五年級組得獎家庭合照

四年級組得獎家庭合照

一年級組得獎家庭合照
二年級組得獎家庭合照

自我挑戰獎勵計劃

獲頒感謝狀的各級家長義工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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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訊

為了響應環保，減少浪費，鼓勵資源盡用，家長教師會於去年學期

結束前舉辦了「回收冬季校服」活動。 經家長義工篩選及整理後，本會

於 11 月 2 日 ( 星 期 三 ) 

安排有興趣的家長及學

生到學校地下正門領取

舊校服，反應非常踴躍。

教師委員 職責 家長委員

曾錫文校長 顧問｜主席 林建源先生

梁蕙君副校長 副主席 何逸敏先生

莫芷莉主任 秘書 張子熙先生

蔡家薇主任 司庫 袁海青女士

崔淑嫻老師 聯誼 范家兒女士

譚靜儀副校長 委員 代秀麗女士

陳善愉老師 委員 鄭思恩女士

劉蕙芳老師 委員 康致日先生

第十六屆周年會員大會

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成員名單

本會第十六屆會員大會 (2016-2017) 已於十月十五日 ( 星期六 ) 順利完成。

當天司儀介紹各常務委員後，便由何主席及司庫分別報告會務及財務。主席

報告去年會務順暢，實有賴家長和校方支持，而財務狀況也十分健康。此外，選

舉主任莫主任在當天宣佈了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選舉結果，由張子熙先生及

何逸敏先生當選。

本會十分感謝家長在百忙中抽空出席，回顧過往一年會務得以順利完成，全

賴一眾家長義工們的全情投入和無私付出，讓我們感受到大家對家長教師會的支持。

新一屆家長教師會教師和家長委員宣讀誓詞，代表新一屆家
長教師會順利誕生。

司庫李團順主任
進行 15-16 年度財政報告

曾錫文校長致歡迎辭

小一新生迎新日

	 敬師日．學生家長齊敬師

領取「回收舊校服」活動

2016-2017 年度小一新生迎新

日已於 8 月 23 日 ( 星期二 ) 順利舉

行，當日邀請了上年度小一學生康子

晴及其家長康致日先生分享如何協助

子女為適應小學生活作好準備；並由

15-16 年度家長教師會主席何泳嫦女

士簡介「家長教師會」概況。

九月七日 ( 星期三 ) 是本校「敬師日」。

當天，先由老師及家長司儀解說敬師日的意義，

並重溫去年師生活動的歡樂片段。然後，由學生

代表上台公開感激老師對自己的教誨和指導。接

着，學生代表帶領全體同學唱出《頌良師》，以

表示對老師的支持及敬意，頓時悅耳的歌聲傳遍整個校園。

悠揚歌聲過後，曾校長和兩位副校長代表全體老師接受家長教師會致

送的鮮花，讓學生也感受到家長對老師的欣賞。最後，由學生代表向老師

送贈心意咭表達敬意，場面溫馨動人。

顧問﹕林建源主席　曾錫文校長

成員﹕張子熙先生  譚靜儀副校長

      崔淑嫻老師  劉蕙芳老師  陳善愉老師

15-16 年度家長教師會主席何泳嫦女士誠邀各小一家長積極
參與活動及擔任家長義工，合力推動會務發展。

上年度的小一學生康子晴及其家長
康致日先生分享經驗。

學生代表帶領全體同學獻唱《頌良師》。

學生代表向校長、兩位副校長和
各位主任送上心意咭。

為了發揮「家校合作」精神，家長們時常積極協助

學校推行為學生設計的各類活動。今次大家利用自己的專

長以義務形式，為學校做聖誕佈置，為校園增添節日氣氛，

令同學們能夠在聖誕聯歡會盡情地慶祝聖誕。聖誕學校佈置

要開始佈置了，大家整裝待發！

一樓雪花紛飛，充滿冬日氣氛。

家長們小心翼翼地爬上樹頂，
幫聖誕樹穿上新裝。

家長們在學校正門掛上彩帶。

禮堂佈置完成了，大家一起來個大合照。

編輯組編輯組
家長教育講座

2017 年 5 月 6 日 ( 星期六 )

茶聚及家長興趣班

2017 年 5 月 19 日 ( 星期五 )

精彩活動簡介

請踴躍參加

15-16 年度家長教師會主席何泳
嫦女士作 15-16 年度會務報告

家長義工們熱心為學校服務，造福莘莘學子。

家長支援小組
協助點算各項捐款

協助帶隊外出參觀及旅行

學生代表向老師們表達心意。

校長和兩位副校長代表全體老師接
受家長教師會致送的敬師日禮物。

家長們排成隊伍，有秩序地領取
校服，活動反應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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