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 (2021-2022) 
    本校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2021-2022)已於10月23
日（星期六）順利完成。由於疫情關係，當天的會員大會改以視像
形式舉行，但毋減家長參與的熱誠。當天由第十八屆主席何逸敏先生
及司庫康致日先生分別報告(2020-2021)會務及財務狀況。何主席報
告去年因疫情關係令多項活動被迫取消，但敬師日活動如常舉行，表
達家長對老師敬意。在主席及眾家長委員的協助下，校服、校車及午
膳監察小組如常運作，發揮監察功效。司庫康先生亦指出家教會財務
狀況十分健康。於周年大會上亦再次公布早前舉行的2021-2022年度
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選舉結果，由鄭思恩女士當選，任期兩年。 
    家長教師會十分感謝家
長在百忙中抽空出席，過往
一年會務得以順利推展，實
有賴家長義工們的全力協助
和無私付出。期望在未來日
子，家教會繼續與學校建立
良好的溝通及伙伴關係，加
強「家長支援網絡小組」的
組織及聯繫，發揮「學生服
務關注小組」功能，監察相
關服務，維護家長權益，讓
我們的孩子在一個愉快的環
境下成長。

第18屆主席何逸敏先生匯報20-21年度會務報告第18屆主席何逸敏先生匯報20-21年度會務報告

司庫康致日先生匯報20-21年度財務狀況司庫康致日先生匯報20-21年度財務狀況

各位委員合照各位委員合照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委員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委員
教師委員 職責 家長委員

曾錫文校長 顧問 主席 何逸敏先生
廖燕儀副校長 副主席 鄭思恩女士
吳凱廸老師 秘書 關美顏女士
鄭瑋婷老師 司庫 康致日先生
曾詠琪老師 聯誼 林建源先生

杜佩儀副校長
陳國強副校長
梁寶翠老師

委員
關永豪先生
曾燕冰女士

沙田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沙田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
會訊會訊第三十四期第三十四期

2022年6月號2022年6月號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
周年會員大會周年會員大會

鄭思恩女士當選新一屆學校管理委員會

鄭思恩女士當選新一屆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家長成員

是次周年大會
改為網上進行

，不少家長在
家抽空出席

是次周年大會
改為網上進行

，不少家長在
家抽空出席

會址：沙田新田圍邨沙田官立小學    電話：2604 9867     傳真：2602 2489
網址：http://www.stgps.edu.hk      電郵：s01-pta@hkedcity.net    電郵：stgps@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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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班別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5A 曹洪鳴 曹培霞 
5A 麥倚藍 張曼姿

細項 收入(HK$) 支出(HK$) 結餘(HK$)
承上年度結餘(2020-2021) 　 　 70,404.83
　 　 　 　

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資助撥款(2021-2022) 25,780.00  　 　
會費 44,480.00  　 　
食物售賣機電費CLP  3,567.00  　 　
SMS服務 　 2,000.00  　
食物售賣機電費 　 1,668.00  　
PTA義工保險 　 2,252.25  　
敬師日禮物 　 1,053.00  　
聖誕抽獎禮物 　 5,858.00  　
聖誕禮物（糖果） 　 450.00  　
聖誕裝飾 　 674.00  　
寄工作紙車費 　 315.00  　
寄工作紙郵費 　 10,688.00  　
會費退票 　 50.00  　
敬師禮物 　 1,053.00  　
銀行自動轉賬手續費 　 240.00  　

總收入及總支出 73,827.00  26,301.25  　
2020至2021年度結餘 　 　 47,525.75 
結餘帶往下年度 　 　 117,930.58 

    本校家長積極參與家長義工服務，如監察午膳質素、參與聖誕佈置及協助點收會費等。為
表揚這些義工的付出，本會製作了精美的獎狀給各位義工。現表列出榮獲家長義工感謝狀及5年
獎（參與義工服務達5年或以上）的義工名單，在此衷心感謝曾於2020-2021年度協助本會推展
活動的所有義工。

20-21班別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1A 吳奇穎 曾燕冰

1C  黃宥霖 何康宜黃宥森
1D 吳辰熙 袁海青5B 吳騰灝
1E 廖凌 關美顏 
2A 康可晴 康致日6A 康子晴
2E 林諾天 林建源
2E 黃鍶雅 梁麗儀
3C 譚子隆 潘承美
3E 古洛銘 黃綺雲
4A 關正裕 關永豪 
4C 趙慧愉 岑  娟 
4C 李卓妍 鄭思恩
4E 何丞軒 何逸敏 
5A 曹洪鳴 曹培霞 
5A 麥倚藍 張曼姿
6D 劉建晴 陳琦瑛

5年獎5年獎

2020-2021年度家長義工獎2020-2021年度家長義工獎

家長義工感謝狀家長義工感謝狀

2020至2021年度財務報告2020至2021年度財務報告
2020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2020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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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組冠軍及最具節日氣氛獎初級組冠軍及最具節日氣氛獎

疫情前每年的大年初一晚上，我們也會大伙兒
聚在一起吃晚飯的。在今年非常嚴峻的疫情
下，只好一家幾口子留在家中吃火鍋渡過。

疫情下祝大家身體健康！虎虎生威！

新春節日喜洋洋，希望疫情
快遠離，人人展露好笑容！

  除夕夜，祺灃陪著媽媽包餃子。

初級組優異獎初級組優異獎

大年初一，我和媽媽為家裏挑選了一盤既美麗又精緻的桃
花，亦在家裏佈置了很多揮春，還有擺放一個攢盒，攢盒裏
面還裝着我最愛吃的金幣朱古力，我在新年期間也品嘗了蘿
蔔糕和年糕的味道，吃得我津津有味！在疫情下，雖然不能
到處遊玩，亦取消了很多新年活動，例如：年宵市場和花車
巡遊等等⋯⋯，但我也在家中感受到不一樣的新年氣氛啊！
最後想跟大家拜個年，祝各位虎年快樂，身體健康。

初級組優異獎及初級組優異獎及
最佳服裝獎最佳服裝獎

初級組優異獎初級組優異獎
1E徐祺灃家長   凌瑤女士1E徐祺灃家長   凌瑤女士

3C蔡浠晴家長 蘇嘉慧女士3C蔡浠晴家長 蘇嘉慧女士

疫情在家慶新春
寫寫春聯拍拍照
一家健康最緊要

3A魏卓藍家長 魏永威先生3A魏卓藍家長 魏永威先生

1B陳柏喬家長   蔡淑欣女士 1B陳柏喬家長   蔡淑欣女士 

初級組亞軍初級組亞軍
1C劉珈詠家長    區貝怡女士1C劉珈詠家長    區貝怡女士

初級組季軍初級組季軍
3E李思晴家長   黃翠雯女士3E李思晴家長   黃翠雯女士

「疫情下不一樣的新春家庭樂」「疫情下不一樣的新春家庭樂」
親子攝影比賽親子攝影比賽

初級組比賽結果初級組比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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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組冠軍及最具節日氣氛獎高級組冠軍及最具節日氣氛獎

雖然疫情下不能與親友歡聚，希望這張
相片能夠為大家添上一些節目氣氛！

高級組亞軍及最佳服裝獎高級組亞軍及最佳服裝獎

疫情下的新春，爸爸要回到工作前綫把關。我和媽媽
當然嚴守「居家抗疫」。不同的是今年我們透過視
訊，向公公婆婆拜年。雖然不能親近他們，和即時逗
利是，但我看見他倆生龍活虎、龍精虎猛，亦能感受
到他們對我滿滿的愛。我們更對著屏幕，一同吃湯圓
呢！希望疫情快快完結，能再擁抱公公婆婆！

在疫情下，我們未能一如以往跟親友拜年，於
是拍了一張開心家庭照，願我們可以和親友們
「以愛相連」，彼此祝福。

高級組季軍高級組季軍

高級組優異獎高級組優異獎

年廿九當晚，雖
酒樓食肆晚市都
禁止堂食及四人
限 聚 。 配 合 政
策，我們都留在
家中品嚐龍蝦伊
麵，新春盆菜，
吃湯圓。一家人
歡騰慶團圓。

高級組優異獎高級組優異獎

由於疫情影響，兩位小朋友在家中製作賀年風車
和揮春，和新春年花合照。

高級組比賽結果高級組比賽結果

4D馮愷彤 1D馮暐晴家長 陳芷娸女士 4D馮愷彤 1D馮暐晴家長 陳芷娸女士 
4A勞芷瑜家長 黃穎女士  4A勞芷瑜家長 黃穎女士  

4A林靖然家長  林俊華先生 彭景雯女士 4A林靖然家長  林俊華先生 彭景雯女士 

5B關正裕 莫雲儀女士 5B關正裕 莫雲儀女士 

5A黃凱琪 3E黃凱傑家長 何燕芬女士 5A黃凱琪 3E黃凱傑家長 何燕芬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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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小家長講座 初小家長講座 ——「親子溝通有辦法」「親子溝通有辦法」

    學校輔導組於2021年9月23日（星期六）家教會周年會員大會邀請專業的講員到校為家長進行兩個家長視
像講座，分別是初小「親子溝通有辦法」及高小「品格建立有方法」，講員協助家長了解孩子的個性及成長需
要，掌握以正向的管教知識及技巧來提升孩子學習動機的方法，出席家長都獲益良多。

家長教育活動家長教育活動

初小及高小家長講座初小及高小家長講座

家長講座家長講座
    本學年雖然大家仍受着疫情影響，但各位家長對家長教育支持的心，並沒有冷卻下來。面對這個學習新
常態，家長講座亦改以網上形式進行，家長們對活動非常投入。在此欣喜見證家長豐碩的學習成果！

高小家長講座高小家長講座——「品格建立有方法」「品格建立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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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了基本瑜珈技巧後，各位家長都專心掌握了基本瑜珈技巧後，各位家長都專心
地練習不同的瑜珈動作。地練習不同的瑜珈動作。

家長們按部就班，一步步嘗試出各種動作。家長們按部就班，一步步嘗試出各種動作。

家長在家中透過視像教學習瑜珈技巧！家長在家中透過視像教學習瑜珈技巧！

    疫情期間，家長和學生經常使用電子
產品，本會關顧到家長的健康，特意於
2021年11月22日（星期一）開辦了「家
長興趣班之瑜珈班」，讓家長認識簡單的
瑜珈動作，減低因姿勢不正確而導致頭部
前傾、寒背或圓肩等狀況。
    家長們透過視像教學可以在輕鬆愉快
的氣氛下學習瑜珈，瑜珈導師細心指導家
長各項動作，令家長在家中也可以學到不
同的新技巧，家長反應踴躍，場面十分熱
鬧。期望來年繼續與一班志趣相投的家長
們齊齊活動起來！

家長興趣班家長興趣班——瑜珈班瑜珈班

本校教育心理學家林味徽小姐講解如何適本校教育心理學家林味徽小姐講解如何適
應小一生活。應小一生活。

曾錫文校長歡迎各位家長及同學加入

曾錫文校長歡迎各位家長及同學加入沙小大家庭。沙小大家庭。

    為了讓家長掌握如何協助小一學生踏入新的學習階段的需要，家教會特為
小一家長舉辦「小一適應講座」，講座內容集中講解小一學生常見的困難和教
授家長有效的解決方法。

小一適應講座小一適應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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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
    大家好，本人是家教會主席Alex，5B班何丞軒同學的爸爸。 時光飛逝，轉眼間，已經加入
沙小家教會第八年。我非常感恩，可以陪伴兩位兒子一起於沙小渡過這人生中重要的成長旅程。
       回想這八年的時光，非常慶幸當初自己鼓起勇氣報名參與沙小家教會，承蒙家長支持及信任，
在這八年光陰，獲益良多。透過參與家教會活動，認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家委及家長義工，互相交
流教導小孩心得，大家亦因此成為好朋友。在回校組織及參與家教會活動時，可以親身體驗老師們對
小朋友循循善誘及無私奉獻的專業精神。在曾校長、各位副校長、主任和老師們的努力下，沙小同學無
論在學術、體藝及德行都不斷進步，成績有目共睹。
       在此讓我借各位家長的掌聲，由衷感謝所有家教會委員，感謝他們在繁重的工作下用私人時間為小朋友及沙小服務。家教
會作為家長及學校的橋樑，家長們的信任、支持及參與十分重要，期望各位家長鼎力支持，在往後的日子多多參與家教會活
動，亦鼓勵大家參選委員，讓莘莘學子在老師及家長的護蔭下，快樂地成長。
       在新冠疫情下，無論是家長、老師及小朋友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在第五波新冠疫情下，工作量之大及面對的困境是
我於醫管局二十多年工作生涯最大的挑戰。不過我相信，無論有幾大的困難，只要堅持及相信自己，所有難關必定能克服，
讓我們一起教導我們的下一代，勇敢面對困難，在各自的崗位上繼續發熱發亮。祝各位身體健康，大家同心協力為沙小一同
努力。

5B何丞軒家長  主席何逸敏博士

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
    你們好！
    我是2D班吳奇穎的媽媽，好榮幸加入家教會。回想在過去的兩年
裏，家教會給了我很多學習的機會，例如與人溝通的技巧、說話的應變
等等。我有機會與家長們多了溝通，共同分享管教子女的心得；與老師
和校長的距離亦拉近了，因而對學校的運作亦加深了解，對我的女兒更
是個正面的影響。而透過多次之會議及活動中，令我體驗到學校和家長
能夠加深了解和溝通，對子女的成長極為重要。
    在每一次與家長委員互動的過程中，都是在歡笑聲中渡過，使我更
加積極和投入這一份有意義的任務。
    在未來的日子，希望各位家長能夠繼續支持本
會會務，好讓這個大家庭能達到維繫家長、老師
與同學間的互動關係，以致沙小的學生在我們的
愛護、鼓勵下，成為一個對社會有所貢獻的人。
謝謝！

2D吳奇穎家長  委員曾燕冰女士

    八年看來不是一個短的日子，但對我來
說就好像是昨天剛經歷過的一天。還記得小
女入讀小一那年，內心想著有甚麼可以回饋
校方，剛巧看見通告得知快將進行家教會的
新一屆委員選舉。雖然知道
大多數的家長委員一般
都是由女家長擔任，極
少男家長參加，可能由
於男士都較專注在事業
中。但我實在很希望能
為校方出一點棉力，便抱
著不妨一試的心態去報名參
選。還不記得當時是那一位家長支持我的參
選，若不是得到他／她的信任，可能我便失
去了這八年難忘的經歷。
    在那一次的選舉中，有三位新任委員加
入，竟然三位都是小一新生家長，同時三
位都是男士。在這萬中無一的機遇下，便展
開了自己擔任家長委員的日子，當中更有幸
曾擔任主席及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的職
務，令自己更明白校務的繁重及從曾校長身
上看見充滿教學熱誠的「真校長」。
    令自己最感到滿足的，是可以令家教會
得到各位家長的支持，每次家長的聚會及義
工工作服務均好像「老友記」重聚一般，充
滿著歡樂和友誼。各種片段深深刻記在我的
心中，我想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由於我們一家決定在6月便離港到美國
生活。因此，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好離
開沙官小這大家庭，離開家教會這個「兄弟
姊妹幫 」。知道別離在即，內心有著依依
不捨之情。有時還在空想著，是否可以回到
從前。實在捨不得說別離，捨不得這個大家
庭，捨不得我的好「兄弟姊妹」！
    還是要說再見了，在此祝福各位師生家
長，身體健康；子女學業進步、孝順父母；
沙官小桃李滿門！
    希望有機會回港和大家在沙小重聚。

3A林諾天家長  康樂林建源先生

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
    大家好！不經不覺於沙田官立小學門前接
放學已經11年了，每天總是期待接放學的時候，
可以與一群熟悉的家長閒聊一下。但隨著這兩年疫情的改變，學生們上
課的模式亦作出變化，令家教會的會務要被迫改變或暫停，以致有很多
有心的家長未能參與沙小家教會的活動，實在非常可惜。回想我們過去
的運動會、親子旅行、聖誕聯歡會等各個大型活動；縱使活動需要家長
經常要忙碌地走來走去，天氣熱得令大家大汗淋漓，我們的家長總會義
不容辭地放下手上的工作，積極參與我們的活動，幫忙照顧沙小的學生
們。當看到大家臉上帶着高興的笑容，能夠與小朋友一同進行活動，相
信家長們都覺得是值得的。
    雖然情況不似預期，但相信明天會更好，希望家教會於不久後可以
回復當年的熱鬧，大家可以除下口罩，重見各位的笑臉。

5A李卓妍家長  副主席鄭思恩女士

主席的話

委員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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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組編輯組
顧問：何逸敏主席  曾錫文校長
成員：康致日先生  關永豪先生  杜佩儀副校長  陳國強副校長  曾詠琪老師  梁寶翠老師

曾校長及三位副校長代表全體老師曾校長及三位副校長代表全體老師
接受家長教師會的禮物接受家長教師會的禮物

    聖誕節快到了，一班熱心的家長們並沒有因2019冠狀病毒病
疫情的影響，在滿足學校的疫苗通行證的要求下，進入校園進行佈
置工作。不論是校園的那一個角落，家長們也不會遺漏，大家都帶
著喜樂的心，同心合力地佈置校園，令學校禮堂、走廊及門口大堂
位置，都佈置得非常漂亮。全校學生及教師感受到暖意滿滿的冬日
聖誕氣氛，期待聖誕聯歡會盡快來臨。
    一年一度的「聖誕聯歡樂滿Fun」活動已於12月17日（星期
五）舉行了，因疫情關係，當天全校學生分批於課室及禮堂進行慶
祝活動。大家最開心的，莫過於在禮堂進行的抽獎、唱聖誕歌及遊
戲。另外，家長義工於當天更粉墨登場，扮演的聖誕老人到各班課
室派禮物，為全校師生帶來無限的歡樂，為這節日增添不少氣氛。

家長義工用心
佈置校園

家長義工用心
佈置校園

的每一個角落
。

的每一個角落
。

完成佈置了，大家來一張大合照。完成佈置了，大家來一張大合照。

家長義工及聖誕老人，準備出發派禮物。家長義工及聖誕老人，準備出發派禮物。

當天抽獎活動中的幸運兒，可以與校長、

當天抽獎活動中的幸運兒，可以與校長、聖誕老人來一張大合照。
聖誕老人來一張大合照。 同學排隊等候

聖誕老人派
同學排隊等候

聖誕老人派

聖誕禮物。聖誕禮物。
每一位同學都可以得到聖誕老人的禮物，

每一位同學都可以得到聖誕老人的禮物，非常開心。非常開心。

敬敬師師日日

聖聖誕誕佈佈置置及及
聖聖誕誕聯聯歡歡會會

張珮琳老師及家長司儀鄭思恩女士張珮琳老師及家長司儀鄭思恩女士
為高年級活動展開序幕為高年級活動展開序幕

    本校在9月7日（二）舉行了「開學禮暨敬師日」活動，讓家長及
同學向老師表達謝意及祝福。
    因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影響，為減少舉行大型集會活動，本年
度全校師生以高低年級分成兩場進行「敬師日」活動，並以視像形式轉
播讓學生在課室觀看。當天早上，全校師生齊集在屏幕前參與「開學禮
暨敬師日」。曾校長和三位副校長代表全體老師接受家長教師會致送的
鮮花及禮物。最後，學生代表向老師送贈心意咭作結，場面溫馨。

梁鈞湛老師及家長司儀林建源先生梁鈞湛老師及家長司儀林建源先生
為低年級活動展開序幕為低年級活動展開序幕

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