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四屆(2013-2014)常委名單
主席	 ：	劉樹平先生
副主席	 ：	梁婉兒女士	 余淑群副校長
司庫	 ：	吳碧琪女士	 梁安琪老師
聯絡	 ：	劉嘉儀老師	
文書	 ：	何惠萍女士	 盧燕琼主任
康樂	 ：	何子健先生	 謝天偉老師
總務	 ：	藍遠紅女士	 					 	

加入何校家教會快將
一年了，這是我第一次當家長委

員，原來並不是比想像中的簡單，真是
要用心用力的。而各家長委員和老師委員們

都在百忙中抽出時間來出席會議！

各委員都在會議中積極提出意見為何校的
家長及學生舉辦活動。滿足的是何校的家長及學
生都踴躍參與，使很多項目都能順利完成！

希望汲取這年的經驗，在未來何校家教
會可以運作得更順暢！

家長委員 吳碧琪

我是3D班何佳坤的家長
藍遠紅女士。不知不覺，我和孩子

在何式南小學一起成長了兩年。在
這段時間里，我首先要衷心地感謝學

校的校長、老師和教職工，他們的辛
勤付出使我們渡過了愉快難忘的時光！

兩年來，我有幸參選到學校的家教
委員。在與大家一起共事里，我還要特
別感謝孫校長和家教會劉主席。在他們
智慧英明的領導下，不但使我學到了很

多寶貴經驗，更重要的是何式南呈現一片
蒸蒸日上的氣氛，讓整個團隊充滿活力，

謝謝您們！

家長委員 藍遠紅

活動會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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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家長教師會

主席心聲
家長心聲

參與何校家長教師會快將4年了，這是我第1次當家長教
師會主席，新的經驗，新的挑戰，新的學習，轉眼間已過了
2年。在這段時間，真的非常感謝現任的委員，各位家長以及
一班家長義工，鼎力支持，使這些活動能順利進行。同時也
感謝校長、各位老師和各位同工的包容，使家長教師會所舉
辦的各項活動，得以順利完成。

希望來年可以為何校家長和學生舉辦更多活動，得到大
家繼續積極參與和支持，進一步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大家互相配合，一起陪伴我們的孩子成長，不僅同學們，甚
至家長們對『何校』的小學生活也會留下美好的回憶。

 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劉樹平

 2014年9月

不 經 不 覺 ， 從 事
「家長教師會」工作已七年

了。回望過去一年，令我感動
的，是一群家長委員及家長義
工們，付出他們空餘時間來為
學校和家教會做事，實在令人
敬佩。而與家長們合作的過程
中，亦令我獲益良多。

祝 生活愉快

家長委員 何惠萍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
呀仔已畢業了。

回望過去六年，何校也有不少轉
變。首先由劉校長轉換為吳校長，從此學校

變得顯眼奪目；加設中央飯堂，學生有熱菜
熱飯吃。對外，學校的口碑也增加了不少。但
無論怎樣變，也無減我回校做義工的情意，也
許這就是六年來累積下來的結。回望過去，展
望將來。吳校長走了，希望新的校長〈孫校

長〉能帶領何校邁向新一頁。

家長委員 梁婉兒

在過去的兩學年，我的
孩子來到貴校之後，整體上出現了向好

的方向性變化。

在各老師的指導下，無論在學習及成績上已經
得到了穩定的基礎及進步，同時增強了孩子的自信心。

貴校以鼓勵的方式不單令到孩子在成績上有所得益，
更令到我們關係更加融洽。

何校各位教職員，今天我想藉著這封信，讓我再向您說
一聲：多謝，您們辛苦了！

我非常感謝您給予孩子的入讀機會及對孩子的栽培。

在此何俊賢家長祝您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家長委員 何俊賢

第十四屆(2012-2013)常委名單
主席	 ：	劉樹平先生
副主席	 ：	梁婉兒女士	 余淑群副校長
司庫	 ：	吳碧琪女士	 黃紹通老師
聯絡	 ：	陳洪卿老師
文書	 ：	何惠萍女士	 吳惠冰主任
康樂	 ：	何子健先生	 謝天偉老師
總務	 ：	藍遠紅女士	 					 	

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家長教師會2012-2014年度財務賬目

益 遊智 戲

項目 內容 收入 支出  盈 / (虧 )
1 家長教師會12/14 會費 6,660.00 

雜費 539.90 
捐贈何校投影機及螢幕 27,888.00 
父母親節2013/14 1,489.00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聚餐12/13 3,500.00 
敬師日2013 900.00 
種植比賽2013 698.40 (28,355.30)

2 水仙花球切割法研習班12/13 報名費 240.00 
材料費 260.00 (20.00)

水仙花球切割法研習班13/14 報名費 650.00 
材料費 500.00 150.00 

3 參觀屯門公眾騎術學校13/14 報名費 200.00 
入場費 195.00 
巴士費用 600.00 (795.00)

4 參觀科學園12/13 報名費 1,220.00 
雜費 501.00 
巴士費用 1,000.00 (281.00)

5 參觀嘉道理農場13/14 報名費 990.00 
巴士費用 1,200.00 (210.00)

6 暑期班乒乓球12/13 報名費 3,870.00 
教練費 3,840.00 30.00 

7 暑期班單車班13/14 報名費 2,100.00 
教練費 2,100.00 0

8 新春聯歡聚餐12/13 報名費 5,330.00 
聚餐費 7,000.00 
校友會費用 875.00 (795.00)

9 親子行大運12/13 報名費 14,830.00 
禮物 1,484.30 
旅行團費 15,846.00 (2,500.30)

親子行大運13/14 報名費 28,610.00 
學校老師費 1,350.00 
旅行團費 34,930.00 (4,970.00)

10 家長教師會活動和家校合作13/14 家校活動津貼 36,500.00 
開心家長學堂 4,357.00 
專注力提升小組 9,800.00 
『共享親職』父母協調工作坊 4,192.00 
學生自主學習講座 3,208.10 
自閉症兒童的照顧 5,000.00 
紙藝併貼手工藝班2012/14（報名費） 870.00 
紙藝併貼手工藝班2012/14（導師費） 7,720.00 
紙藝併貼手工藝班2012/14（材料費） 1,190.00 
紙藝併貼手工藝班2012/13（租場費） 960.00 10,812.90 

11 新春盆菜宴13/14 報名費 7,800.00 
學校老師費 2,900.00 
禮物 1,067.00 
盆菜費 11,660.00 
校友會費用 1,060.00 967.00 

合計 116,055.00 153,625.70 (37,570.70)

考考你：
大家看看下面兩幅圖畫，你能找出多少處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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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4年10月12日

時間：	 上午10:00至下午12:30

內容：	 1)	第十五屆常務委員選舉

	 2)	專題講座(秋冬湯水養生篇)		
由仁濟醫院中醫主講，並設
有湯包選購。

	 3)	茶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