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年度家教會特別製作一個小背囊贈送予本
校各同學，方便同學到戶外參觀、活動或比賽時

能輕裝上路。

家 紀

電話／ Tel：26178200 傳真／ Fax：26176226  電郵／ email： pta@alu.edu.hk

地址／ Address：天水圍天瑞路 86號  86, Tin Shui Rd., Tin Shui Wai, N.T.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家長教師會
YLPMS Alumni Assn. Ying Yip Primary School

Parent - Teacher Association

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同學們︰

  大家好！真開心又和大家見面啦！冬去春來，不經不

覺又一個學期了。原來今次是我最後一次在會訊和大家見

面，也將要離開這個大家庭，真是很捨不得大家！

  回想這一年，學校與本會合辦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活

動，正因為每位家長義工都能發揮無私奉獻及助人自助的

精神，實踐了團結的理念。家長義工們盡心盡力做好每項

活動，讓我們體會何謂「施比受更為有福」，更重要還是

互相尊重和溝通，這正反映家校融洽合作的美好成果！

  兒子快要畢業了，藉此機會，感激幾位恩師對孩子的

悉心教導和照顧，在此特別感謝梁國偉老師、胡勝良主

任、廖淑霞老師對我兒的關懷及照顧。

  最後，本人謹代表家教會各委員，向義工們致敬！祝

大家身體健康！生活幸福！

主席

敖美琪

主 席 的 話

念 品教會



（校小）6D 莫皓賢

親子羽毛球比賽 
  2015年5 月8日(星期五)舉辦了一年一度的親子羽毛
球比賽。比賽結果如下：

父親組 母親組

冠軍 （校小）6D 蔣焯行 （校小）6D 莫皓賢

亞軍 3D 鍾卓睿 6D 梁兆鋒

季軍 6C 李林杰 4D 湯錦川

親子一日遊

  家教會於2014年11月1日(星期六)舉行了一年一
度的親子一日遊活動，家長反應踴躍，場面熱鬧。

  當天，我們分乘四部旅遊車前往海下灣海岸
公園。在珍貴的大自然海洋保護區內，我們有機

會看到海星、海參及其他珍貴的海洋生物，從而

了解大自然生態及保護海洋知識。隨後我們參觀

「萬宜西壩風景區」。  漫步往西壩風景區時，我
們盡覽水庫風光，實在是心曠神怡。

  享用過豐富的韓式燒烤火鍋自助餐後，我們參
觀了啟德郵輪碼頭公園。碼頭以「山、城、水」為

設計概念，四周種植翠綠林木，並設有露天舞臺的

中央草坪，又有地形奇趣的兒童綠洲和嬉水廣場；

而面向維多利亞港一方的「水景」為觀景台，景致

美不勝收。在活動結束時，各人都帶着滿足愉快的

心情離開，為這一次活動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4D 湯錦川

3D 鍾卓睿
6D 梁兆鋒

（校小）6D 蔣焯行

6C 李林杰



預防流感針注射
  本年度預防流感針注射於11月8日舉行，今年繼續邀
請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以優惠價錢替本校家長師

生及本區幼稚園同學注射預防流感疫苗。今年報名人數，

接近七百人，有賴各位家長義工協助，過程非常順利。

  2014年12月17日，家教會舉行了「家長義工聖誕歡聚」
活動。家教會成員和老師邀請了家長義工一同慶祝聖誕節，

希望藉此感謝他們一直以來對學校的支持及幫助。家長們都

踴躍出席，並且表現得十分投入。聯歡會當日除了有豐富的

美食及抽獎的環節外，亦有精采刺激的遊戲。當日的氣氛十

分熱鬧，大家都玩得很盡興，一起度過了愉快難忘的時光。

家長義工聖誕歡聚



  去年曾舉辦此講座，反應非常熱烈，並且收到不少家長意見，希
望能再次開辦。故此，本會趁著學期剛開始，於10月16日再次舉辦此
課程。本年度再次邀請文正康先生擔任主講嘉賓，在講座裡分享幾個

創意默書及記憶中英文生字的方法，以協助家長有效地提高孩子校內

默書的成績，讓他們輕鬆地學習生字，從而領略到學習語言的樂趣。

  本年度除了有喻曉玲女士教授的
「健身舞蹈課程」外，亦感謝導師蔡

綺媚女士繼續為我們舉辦了各式各樣

的食品製作班，讓各位家長能學有所

用，大飽口福。此外，Ruby Do女士
所教導的化妝班，亦令家長學習到實

用而有趣的化妝技巧，並讓大家在學

習中聯絡感情，增進友誼。

  感謝多位義工由9月開始協助學生完成各項事務，包括替小一和小二學生印簿及
手冊、協助小一新生吃午餐、包圖書及故事姨姨活動。家長義工更於數學科遊戲攤位

日協助活動進行，並於禮物換領處換領獎品。此外，義工每年於牙科保健時帶隊，並

協助小六升中模擬面試。衷心感激多位義工的付出，令本校各項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義工服務

家長教育-「中」「英」
默書全攻略家長講座

家長興趣班



本會會員憑會員證可享受以下商戶提供之優惠。

「歌婷(COTTEX)床上用品公司」
（天澤商場及天瑞商場門市）

會員持會員證惠顧即可獲88折優惠
（床褥及特價品除外）。

「家政坊」
（元朗安寧路186號地舖）

購物滿$50，可享95折優惠。
（特價貨品除外）

項目 項目 支出 收入 結餘

1 承31/5/2014結餘 58,313.08 

2 13/14 會訊 4,050.00 54,263.08 

3 13/14 八達通行政費 3,000.00 51,263.08 

4 13/14 舊衣回收手續費  70.00 51,333.08 

5 13/14 環保易手大行動之收益  校服（稍後捐往公益金） 855.00 855.00 51,333.08 

6 13/14 會費10X$30（由英業小學轉回） 300.00 51,633.08 

7 13/14 舉辦活動雜項支出 16,048.50 35,584.58 

8 13/14 舉辦活動收入 982.00 36,566.58 

9 13/14 獎學金 1,000.00 35,566.58 

10 13/14 電費 247.00 35,319.58 

11 13/14 EDB津貼，英業小學代收支費用 19,920.00 55,239.58 

12 賀伯裘書院家教會就職典禮  花籃 200.00 55,039.58 

13 EDB津貼  14/15 經常津貼 4,989.00 60,028.58 

14 會費 639X$30 19,170.00 79,198.58 

15 環保袋 1000個 9,560.00 69,638.58 

16 家長講座 16/10/2014 2,280.00 67,358.58 

17 化妝班 350.00 400.00 67,408.58 

18 禮物包：A123X$23.5,B:241X$27.5及學生獎品 11,486.60 9,518.00 65,439.98 

19 家長義工聖誕聚餐及抽獎禮物 5,528.90 59,911.08 

20 舞蹈班導師  禮物 303.00 59,608.08 

21 豬肉乾製作費 7X$30 及校董贊助 255.20 1,210.00 60,562.88 

22 墨西哥包製作費 6X$20 118.40 120.00 60,564.48 

23 生煎包製作費 5X$25 120.90 125.00 60,568.58 

24 親子一日遊（EDB津貼項目） 37,670.50 37,670.00 60,568.08 

25 探訪活動費用 234.90 60,333.18 

26 電費 18/6/2014-15/5/2015 591.00 59,742.18 

27 健身舞蹈班 11X$30 550.00 330.00 59,522.18 

28 親子羽毛球比賽裁判費及獎盃（EDB津貼項目） 5,480.00 54,042.18 

總計﹕ $99,929.90 $95,659.00 54,042.18 

截至31/5/2015止財務簡報總結

商戶優惠

tsangkinman
註解
A︰



各位老師、家長、同學們︰

  你們好！任期即將屆滿，在
這兩年來，我學會了很多東西，

真是獲益良多！透過義工工作，

我對學校有更深的了解和認識，

並能與義工們融洽相處。在此祝

大家身體健康，生活開心！

康樂執委

伍演荷

  時光轉眼流逝，為時兩年的家教會任期已接近結束。首先
要感激校長和副校長在各方面的支援及關注，尤其對家教會舉

辦活動的鼎力支持。大家分享不同的意見，並提出改善建議，

合作愉快。

  隨著科技迅速發展，學校亦不
斷進步，將會利用電子器材來傳遞

信息，讓家長們更清楚學校的運作

及協助子女學習，提升子女的學習

成果。

  無論如何，家教會是家長與學
校溝通的重要平台，而我有幸能藉

著家教會會務而參與其中，見証孩

子成長。在這任期即將屆滿之時，

腦海裡留下無數的難忘片段及珍貴

回憶，是我最寶貴的經歷和得著。

副主席

蔡桂菊

  時光飛逝，轉眼間已經兩年
了，很榮幸這兩年能成為家教會的

委員。在這兩年裡，我深切體會並

實踐家教會的目標與功能︰「加強

家庭與學校的溝通達至和諧友好的

關係；並促進學生在學業和身心方

面得到平衡的發展」。本人參與各

項義工服務及興趣班，也確實體驗

了何謂「發揮家長潛能，協助校政

建設」。希望我們能繼續與英業小

學一同進步和成長！

司庫執委

羅佩齊

  大家好！兩年的家教會執委任期即將屆滿了。過去兩年，透過
協助家教會籌備和推行不同的活動，帶來很多學習、嘗試和鍛鍊的

機會，實在令我獲益良多。在此非常感謝校長、老師和家長對我們

的支持和信任。

  過去兩年讓我深深體會到家庭及學校對小朋友的成長確實有深
遠影響。我們希望小朋友在尋求知識之餘，也要學會明白事理，建

立正確的價值觀，並使學校及家庭生活

都能開心和諧。家教會的設立，正是為

家長及學校提供正式的溝通渠道。只要

做到家校共融，才可以保障孩子和學校

能有更好的發展和將來。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
快，家庭幸福！

學術執委

陳立金

校長、各位老師、家長、同學們︰

  大家好！時間飛逝，我受委任為家教會宣傳執行委員將近兩
年了。本人參與了多項校內的活動，各項活動都極富意義。在聖

誕節時我們舉行了「親子探訪長者中心」活動。家長義工負責編

織頸巾送暖，孩子們負責表演魔術、唱歌、拉丁舞和學習敬老。

看見長者們開心的笑容，我們都很有滿足感。在「預防流感針注

射」及「親子一日遊」中，我與各執委及家長義工齊心協力，協

助學校為同學服務。我們又在「六年級升中模擬面試」中擔任評

核工作，務求讓同學們在升中前能裝備

自己，有自信心地創造美好的將來。在

此我感謝老師及家長們的支持，能夠和

各執委為學校為同學盡一分力，我感到

很榮幸和開心，還可以增值自己。

  在此祝願即將畢業的六年級同學順
利入到心儀的中學，前程似錦！

 宣傳執委
朱麗芳

  轉瞬間擔任執委一職快兩年，
小兒也快要升六年班了。感恩孩子

每天依舊愉快地上學去。當初牽著

小手走進校園，心想︰如何能陪伴

他成長﹖為此，我選擇參與成為學

校義工。可能對很多人來說，為家

教會做事或會有一種自討苦吃的感

覺，但對我而言卻是自得其樂，因

為我只需略盡綿力便能服務大家，

也能貢獻學校，更能樂在其中，果

真是「施比受更為有福」呢！在此

祝願各位健康快樂！

宣傳執委

文夢滔

各位家長、老師、同學們: 
  小兒希來在英業小學學習已經第四
個年頭了，在學校的生活時光比在家的

時間還要長！真感恩能參與家教會的活

動，令我有機會見證兒子漸漸長大的過

程。我們再不是像第一天上小學般難離

難捨，這像告訴我：「媽媽，我們真的

長大了！」

  近日讀到台灣作家龍應台的作品「目送」，感覺更為強烈。
這裡節錄其中一些片段: 「華安上小學第一天，我和他手牽著手，
穿過好幾條街到維多利亞小學去」。隨著兒子長大，作者與兒子

的關係也再不如他童年時親密⋯⋯「十六歲，兒子要到美國作交

換生一年。我送他到機場。告別時，照例擁抱，我的頭只能貼到

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長頸鹿的腳。他很明顯地在勉強忍受母親

的深情。他在長長的行列裡，等候護照檢驗；我就站在外面，用

眼睛跟著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終於輪到他，在海關視窗停

留片刻，然後拿回護照，閃入一扇門，倏忽不見。我一直在等

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頭一瞥。但是他沒有，一次都沒有⋯⋯」

  雖然小兒並未到十六歲，但無可否認的是孩子們是要長大
了。他們一天比一天渴望獨立，總希望自己有一天要張開翅膀

飛翔。但作為家長，至少可以在他們年少的時候多加呵護，以

身作則，教他們更多的生活技能及為人處世的道理，這樣在一

次次面對背影的時候才會釋然。在此感謝老師一直以來的栽培

與照顧，他日希來的背影相信是會令我們驕傲的！盼望日後家

教會的活動愈來愈多，令我們作為家長的能把握與小兒子的珍

貴童年一起成長。  
康樂執委

岳志娟

家長執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