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於2015年舉辦「第一屆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選舉」，目的為表揚具卓

越成就的家長教師會，並藉此讓家長教師會交流成功經驗。本校家長教師會在15間參賽中學家長教

師會中脫穎而出，榮獲中學組最具領導團隊大獎。並同時榮獲家校合作之星獎項。

最具領導團隊中學組大獎

家長教師會會訊

最具領導團隊中學組大獎最具領導團隊中學組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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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家教會特色：凝聚家長，關心家長身心靈健康，關注社會議題



平靜安穩
 鄭德富校長

有兩個畫家，各自繪畫平靜安穩的意境。

第一個畫家畫了一個大湖，湖面如鏡，浪靜風平，山上美

景在水中倒影出來，十分壯麗。

第二個畫家卻畫下一片氣勢磅礡的瀑布，潭水突出一棵小

灌木的彎曲枝子，枝子上擱著一個被水花浸濕的小巢，巢中睡

著一隻小雀。

子女培育的竅門，這兩幅圖畫提供了一點啟廸。人生本多

衝擊考驗，所謂「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為人父母不可能安排子女凡事亨通、一帆風順，一生一世都生

活在好像第一幅畫一般的平靜安穩環境。反之，父母要思考如何協助子女在他們每一個成長階段中，都能克服

各類逆境挑戰，處變不驚，就好像第二幅圖畫的小雀一般，在激流暗湧的環境中能安然成長。---

世事難料，生命無常，比較第一幅靜態圖畫，第二幅激流暗湧的背景和酣睡中的小雀，襯托了真正的人

生平靜安穩。

「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穩；走彎曲道的，必致敗露。」

 - 聖經‧箴言 10章 9節

 何玉娟女士

家長教師會每年均會舉辦形形式式、有動有靜的活動，給各位家長參

與。既有輕鬆的興趣班，例如急救班，串珠班，冰皮月餅製作班，營養講

座等，亦有家長和子女共同參與的親子旅行。家長可按個人喜好選擇適合

的活動。

除了參與活動，家長亦擔任學校義工，幫助學校，亦藉此認識學校及

老師，以及與其他家長交流。

在此感謝各位家教會委員及各位義工的貢獻。全靠各位的幫助，活動

才能順利進行。亦多謝眾家長對每項活動的參與和給予寶座的意見，使每

活動持續進步。

我鼓勵家長們繼續支持家長教師會的活動。有你們的支持，家長教師

會才能得以延續下去。

長校 的 話

席主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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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東區家長進修學院

家長教師會主席何玉娟女士

一年一度的家長學院又過去了！感激導師對我的教導，更感激沿途上有着家

人的支持，令事情可以一路暢順。我更有機會與女兒一起擔任畢業禮的司儀，這

次是我們二人的新嘗試，我們溝通時沒有任何隔膜，母女關係更進一步，今次的

畢業典禮令我倆有個難忘的回憶。

畢業了！大合照
劉太與女兒一起擔任司儀

頒獎嘉賓安德尊先生與本校畢業家長合照

「走過幽谷 迎接祝福 」

「同心圓．敬拜者使團」於2015年10月在全港各區舉行19場「走過幽谷 

迎接祝福」大型音樂見證佈道會，並邀請藝人鄧萃雯女士擔任分享嘉賓。本

校和中華傳道會柴灣堂承蒙該使團的邀請，協助舉辦港島東區的音樂見證佈

道會。是次聚會反應熱烈，並吸引了數百名的校外和校內來賓出席。鄧女士

在是次聚會中分享了她如何在逆境中抓緊上主的應許，讓祂引領走出人生幽

谷，迎接豐盛的生命。在最後的呼召環節，部分家長更即場舉手決志信主。

當晚吸引了很多來賓
部分來賓回應呼召舉手決志信主。

鄧萃雯女士分享如何在在逆境中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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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音樂見證佈道會

2015畢業典禮



2014年12月6日是學校一年一度的繽紛校園開放日。在熱心的家長委員和家長義工的努力下，家長教師會的攤位

仍然是眾多攤位中最受歡迎的一個。委員和家長義工除了提供美食為開放日增添熱鬧氣氛外，也為緊急慈惠基金作出義

賣，所籌得捐款能幫助有需要的學生及其家庭，實在一舉兩得。

一年一度家長教師會舉辦的國慶親子一天遊又來啦！2014年的行程是大坳門郊野公園和西貢橋咀洲菠蘿石海岸公

園。該天風和日麗、陽光普照，與子女一起親親大自然，實在是人生一樂事。

家長義工專心地為大家準備美食 看我們的攤位多受歡迎！

令人食指大動的燒烤美食！

人來人往的家教會攤位陣容強大的家長委員與家長義工合照

菠蘿石你又見過未？
放風箏、郊遊樂

，你幾耐未做過
呢？

旅行不忘劉永生傳統--跳大繩
一起來張大合照

菠蘿石你又見過未？
菠蘿石你又見過未？

西貢橋咀洲 放風箏、郊遊樂
，你幾耐未做過

呢？
放風箏、郊遊樂

，你幾耐未做過
呢？

十 五 週 年 開 放 日

親 子 旅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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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鄒兆證家長

走進413室，第一眼看到導師所帶來的東西，就只有三個字可形容—大陣

仗。物品包括煲、多用途蒸鍋、已準備好的餡料及外皮，餡料約有四五種味道

可選擇。原來導師在幾天前已開始準備了。

開始時，由於大家都無從入手，所以十分專注導師的示範。由於大部份參

加者都是新手，所以導師要用最簡單易明的方法解釋，輕鬆又有趣，全程並無

冷場。

現場供應了同花款及形狀的月餅模，每當做完一個不同款式，家長們就立

即比示一番誰的好看或誰的手工好。校長還特意走來打氣及影相留念。

家長跟子女一起製作冰皮月餅
導師正耐心向各家長講解製作程序

各家長跟導師大合照

各家長正專心製作冰皮月餅

4D 呂承禧家長

年初我參加家長教師會舉辦的插花班，雖然我在少年時代已完

成插花初、中、高班和宴會插花班的証書課程，但也滿懷好奇、熱

忱的心情參與課堂，並獲益良多。每位組員隨著老師基本技巧進行

插花，但每一份製成品都滿有自己個人風格，看看插花班製成品大

合照，多壯觀啊！多美麗啊！

大家都忍不住要為
大家的作品拍照！

導師正細心
講解插花的
技巧

家長正在專心修剪自己的花材

看作品多美麗！

美麗的大合照！

校長跟導師合
照

各家長跟導師大合照

校長跟導師合
照

校長跟導師合
照

家長跟子女一起製作冰皮月餅
家長跟子女一起製作冰皮月餅

導師正耐心向各家長講解製作程序

各家長跟導師大合照

各家長正專心製作冰皮月餅

各家長跟導師大合照

導師正耐心向各家長講解製作程序
各家長正專心製作冰皮月餅

冰皮月餅製作班

插花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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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吸引的製成品！多吸引的製成品！



1B 陳堃豪家長

今年三月二十八日星期六，本人參加了家長教師會所舉辦
的急救班。當天，一群熱誠的家長教師會成員群策群力，先把
一叠叠的厚墊搬到四樓的多途室內，雖然大家用盡氣力才搬進
去，但大家仍然笑聲滿溢，非常溫馨。

當天的導師是本校家教會委員，註冊護士阮佩儀姑娘，她
真是很用心教導我們，除了講義精美外，她還找我現場示範各
種救急方式，例如有心肺復甦法、人工呼吸、復原卧式，還有
如何處理成人、兒童、嬰兒的窒息及哽塞方法，她還教家長們
如何使用三角繃帶，包紥三角掛及臨時手掛方法等等，另外有
評估嬰兒呼吸道、評估患者的方法。大家都非常投入，正當大
家聚精會神，專心聽課，校長已來到為大家加油。

在此多謝阮佩儀姑娘抽出時間來教導家長們非常實用的急
救常識。

導師跟家長正在實習急救
技巧

導師為家長預備的筆記

導師正為家長示範急救技巧

各家長正專心聆聽導師的講解

校長跟導師及家長合照

4C 梁言灝家長

一年一度以「珠」會友的大日子，是高手們交流心得的聚會，
亦是初哥們體驗成果的機會。從手上零碎的配件，到最後精美手鍊
的面世，家長們的心情猶如坐過山車一樣刺激；由茫無頭緒，初有
眉目，愈纏愈亂，欲罷不能，繼續堅持，到大功告成，箇中的奧妙
只有你親自經歷才能夠明白。每年都有新款設計的珍珠水晶手鍊班
正為你而開辦，歡迎各位家長下學年齊來參與！

致送紀念品大家一起展示製成品 手鏈配修長的美手

急救班

水晶手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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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正專心聽講者的分享

3D 鍾展康家長

「四隻腳不及三隻腳好，三隻腳不及兩隻腳好，兩隻腳不及一隻腳好，一隻腳不及沒腳好。」此段口訣不是什麼風

水命理，是我們從營養師－郭永俊Thomas Kwok的營養班得知有關食材中肉食與素食的比較，真的簡單易記。大家都以為

營養學是一門十分專門的學問，我們除了知道少肉多菜，少油少糖少鹽之外，還知道什麼呢？原來

營養也會影響孩子的專注力，多吃蛋白質、OMEGA 3、維他命B是可提升孩子專注力。

你又知否，每日要吃多少蛋白質呢？原來每公斤體重需要1克，大家不要吃過多呀！ 還

有，水是十分重要的，水除了幫助消化，還可潤滑關節，稀釋血液黏稠度。原來最平的營養，

就在我們身邊了。大家記得每天喝8至10杯潔淨清水。

「早餐吃得像皇帝，午餐吃得像王子，晚餐吃得像平民。」相信你一定明白營養師為什麼這

樣說吧！最後祝願大家也擁有健康體魄！
校長與講者合照

營 養 講 座

敬 師 日
2015年9月10日為每年一度的敬師日。當天早上家長委員們一早到達學校，為老師們送上精美的環保購物袋，以表

示對老師的一點心意。

家教會主席致謝辭

校長代表接受禮物

精美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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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得獎同學分享創作心得及感受

校長頒發禮物給冠軍得獎同學

一眾得獎同學跟校長合照

敬師標語創作比賽結果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禮義廉恥受之師長。 
                                         1B 吳陳欣

老師是個好榜樣，發放愛心與力量。  
                                         1B 柯熙裕

校園生活師兼友，互愛尊重顯關懷。  
1C 何思穎

知識育成花粉，一生無悔送贈。        
4A 何棨浚

師者，敬之，愛之，友之。                           
5C 許珮瑩

【優異獎】

夫子築以孺子之階，勞憂導以處世之道。 
                                         5E 黎藹盈

佳才出自良師手，老師教導耐心夠。 
                                          3C 吳芷澄

汗水澆灌育新苗，感懷恩師情永存。 
                                    4C 譚靖榆

【季   軍】

【亞   軍】

【冠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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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伍英蕙家長

家長教師會主席邀請我到學校做試食，為下年度選出新的飯盒供應商，身為家長教師會委員的我當然要盡義務出席。

學校安排了家長、老師及學生代表一同為三間飯盒供應商試食及評分，大家都表現認真，我們需要細心留意飯盒温
度、味度、款式、營養作出評分，為學生選出最好的飯商供應公司。最後大家(包括每班代表，學生會，家長及老師)投票
選出下一合約期勝出的飯商。

敬師標語創作比賽結果

飯飯飯商商商試試試食

2D 陳偉楠家長

參與敬師聚餐，實在使我難忘！家長們精心泡製美味的食物，學生因對老師的敬意而創作標語，實在令人感動！看見
老師們帶著喜悅和滿足的心情離開，我和各家長都感到十分歡欣。藉此感謝各位老師兩年來悉心對小兒偉楠的教導，使他
待人接物和學習方面都有進步。

敬敬敬師師師聚聚聚餐

大合照

快來挑選美食!

為老師們細心預備食物的家長委員及義工 看大家食得多開心!

家教會主席贈送紀念品給各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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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惠源老師

感謝神，讓我們家中添了一名新成員。他的名字是
「袁晉歷」，「晉」與「進」是相通，有更進一步及進
深的意思。同時「晉」又與旭日上升有關。我們希望兒
子將來在信仰及人生的旅途上都有更深的經歷。這些經
歷叫他更紮根在主裡面，一生跟隨祂，作個榮神益人的
人。歷歷BB是個愛笑及活躍的寶寶。他每天睡醒後總會
以笑容來迎接新一天。願他長大後也能常常喜樂。

陳國盛老師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
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詩篇127:3

感謝主，2015年6月讓我的家庭
添了一位新成員，縱然伴隨著小朋友
的來臨，令我們一家變得忙碌起來，
初生期每天作息時間由7至8小時減為
4至5小時，但正正是忙碌更能體現父
母的愛。盼望這位小女孩能在主愛中
每天開開心心，健康成長。

黃佩雯老師

感謝神！我們家添了第二名寶寶—杜子諾，希望他不
忘上帝的應許，常常記念上帝的恩典。

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衡怡喜訊家有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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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2日下午，
家長教師會、家長團契及中華傳
道會柴灣堂義工在中一家長迎新日
家長活動介紹環節中和中一家長交流互
動。活動主要是透過班主任、家長委員和
義工，以及教會傳道同工的耐心分享與
解答，讓家長可以互相認識以及了解中
學校園多姿多彩的家長活動。

不同級別的舊書，希望幫到更多同學

同學們聚精會神地揀選合適的舊書 這個活動每年也很受同學歡迎

為響應環保及舒緩家長的
經濟壓力，本校家庭教育組與校
友會每年均合辦舊書買賣活。每次
活動反應也非常熱烈，亦令不少
家長節省買書的開支。

中一家長活動介紹日

舊書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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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位 姓名
顧問 鄭德富校長

主席 何玉娟女士 

副主席
黃毓敏女士

盧維中老師

秘書
阮佩儀女士

霍韋莉老師

司庫 周思慧老師

核數 陳錦生先生

活動
推廣

李慧珍女士

方倩儀女士

諸鍚芝女士

聯絡

何金玲女士

馮寶華女士

陳麗嫻老師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地址：香港柴灣新廈街323號 電話：2715 6333 

傳真：2556 9126   網址：http://www.lws.edu.hk

十五周年校 慶 感 恩 聚 餐

贊助名單

會訊贊助名單

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
常務委員會

蔡民源

麥燕玲

龔秀好

李志蓮

吳小敏

麥瑞玲

蒙玉樺

馮達華

陳麗虹

鍾金美

黃秀芳

陳麗清

魏容

黎小琳

馬春麗

蕭美玲

鄭愛玲

布丁英

林榮根

麥松浩

薛龍孫

梁遠儀

蘇婉桃

庒淑惠

Ng Lai Yung

陳淑碧

Yip Yuk Fung

高慧婷

Jenny 

范文展

郭少珊

林棟樑

黃寶華

練彩新

廖志強

張紫盈

文瑞蓮

Ng Wing Nam

何金玲

黃麗燕

黃惠華

佘燕芬

Lee Sau Kuen

譚錦標

Lee Chun Hei

麥鍚強

黃瑞賢

Yip Chiu Mei

何惠光

Ma Choi Mei

劉惠強

馮彩容

伍尚斌

楊佩霞

陳麗清

蕭燕莊

郭淨素

余秀慧

莊錦芳

仇國林

許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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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結餘 $54,023.95 

收入

活動收費

家長興趣班物資收費 1,850.00 

親子旅行收費  15,080.00 

敬師聚餐家長贊助 2890.00 

舊書買賣行政費收入  200.00 

20020.00 

會費  11,300.00 

教育局津貼  5,129.00 

資助及贊助：

    家教會會訊贊助  8,170.00 

    校慶攤位義賣收入  5,765.50 

    16周年校慶聚餐家長及
公司贊助

 12,850.00 

利息  7.48 

63,241.98 

總收入 117,265.93 

支出

活動費用

敬師聚餐 (3669.00)

敬師日 (857.50)

興趣班支出 (2310.00)

親子旅行支出 (19090.00)

家長義工燒烤晚會支出 (1723.20)

16周年校慶聚餐 (12850.00)

其他 (1160.00)

(41659.70)

會訊 (3500.00)

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費 (300.00)

家長教師會成績優異獎
獎學金

(18600.00)

總支出 -64,059.70

盈餘 53,206.23 

緊急慈惠基金財政報告14年11月至15年11月

承上結餘 17,128.20 

收入 開放日緊急慈惠基金籌款 2,695.00 

支出 學生緊急家庭開支 -4,000.00 

盈餘 15,823.20 

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14年12月至15年11月

感恩聚餐家長們大合照

羅梓龍家長

Carrie Woo

李卓民

羅子涵家長

陳鴻猛

吳志明

麥瑞玲

馬春麗

馮寶華

黎小琳

陳國強

麥松浩

Jenny Kwan

潘黃麗燕

方倩儀

黃郭玉娟

馬彩薇

馬浩輝

李秀娟女士

鄭美玲

姚棧光

謝炳坤

伍綺褀

Wu Wai Hong

家長教師會常委恭賀

鄭校長獲得2015年行

政長官社區服務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