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家長教師會
第二十屆周年財務報告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五日)
支出 $

擁抱失 敗

169,207.67
25,560.00

第二十屆會費收入 （639人）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經常津貼

5,633.00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活動津貼

2,400.00

總收入

202,800.67

支出：
（1）星期六英文増潤班（津貼）

1,560.00

（2）數學増潤班（津貼）

1,340.00

（3）家教會獎學金

7,700.00

（B）第二十屆就職典禮費用
1775.70

（C）推廣活動
（1）元宵燈謎會（活動取消前的準備費用）

1,491.80

（2）家長教師會周年會訊

2,400.00

（D）其他支出
（1）畢業生禮物

2,970.00

（2）追思會花牌

700.00
76.00

（3）印章

1,096.70

（4）更換同心軒電器
（5）飯盒（午膳餐盒食物質素監管）

168.00

（6）影印費

158.00

總支出

21,436.20

現有盈餘

181,364.47

擁抱失敗，原來能夠從三方面有新發現。
第一，發現自己的內在力量，培養積極信念與
態度，例如「相信自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人，
有獨特之處」。第二，發現自己擁有的。發現
自己內在與外在所擁有的資源，包括天賦、潛
能、家庭、學校、社區等資源，從而建立安全
感。例如：「我擁有願意支持及愛護我的家人」。
第三，發現自己的能力。透過各種鍛煉來提升
個人能力，包括溝通能力、解難能力，例如「我
能利用我的技能去解決困難」等。
擁抱失敗，原來能使我們鍥而不捨，提升
復原力，使我們能步向成功。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得獎名單（2019- 2020）

6A 盧明杰

6B 林煒豪

6B 梁耀文

6B 莫日勝

6B 黃安琦

6D 黃淳楷

2B 曾家欣

3C 朱家淇

6B 黃

雅

同心 軒

4B 林凱悠

5B 蕭映彤

職位

家長姓名

教師姓名

主席

江少華女士

副主席

區佩儀女士

黎志恒副校長

司庫

謝春媚女士

盧靜妍老師

胡倩衡女士

郭淑娟助理校長

陳亦妹女士

何穎怡老師

李慧蘭女士

徐增強老師

曾肖冰女士

周仲良老師

宣傳

溫秀珍女士

顏永強老師

活動

李美瑱女士

何廣榮老師

陳福平女士

陳美鳳老師

文書

總務

3. 才藝獎
5A 劉詠珊 （舞蹈）

5B 梁德康（音樂）

5C 梁常禮（運動）

4. 國際英語課程及考試
2C王傲雪

3B梅楚怡

地址：新界元朗天水圍天城路 20 號
FAX：2447 8242
E-mail：sphkyspta@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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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名單

聯絡

2. 傑出學生

2B林信言

2021年1月

參考資料：循道衞理優質生命教育中心 https://www.facebook.
com/103832007706946/posts/343377787085699/

1. 升讀大學獎學金（2018-2019）

1A 佘詩淇

家長教師會會訊

芬蘭是一個以教育制度聞名世界的國家，
強調孩子在愉快環境中學習，培養自主學習能
力，鼓勵多元學習。而在這一個教育如此「成
功」的國家，居然在 2010 年倡議成立「國際
失敗日」，讓我們一同看看內裏乾坤。
「國際失敗日」（10 月 13 日），鼓勵大
家分享自己失敗的經驗，學習以正面的態度面
對失敗，從中建立我們的良好品格，例如堅毅、
包容等。在芬蘭這個冰天雪地的地方，最常見
的挫敗就是在滑雪中跌倒。有沒有想過，原來
跌倒都可以是一個機會，讓孩子不怕困難，學
習用不同方式站起來呢？擁抱失敗，並不等於
放任，而是容讓自己及孩子可以有失敗的機會，
了解到失敗不是錯誤，而是一個成長及學習的
過程。

（A）資助課程/獎學金/講座

（1）茶點

駐校社工 彭曉桐姑娘

收入 $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盈餘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3C吳敏兒

同心軒是專為家長而設的資源中心，也是
家教會委員及義工處理會務的地方。歡迎會員
於開放時間致電本會或親身到同心軒與委員及
義工聯絡。

陸慶儀老師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家長教師會
「周年大會暨第二十一屆常務委員就職典禮」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
暨第二十一屆常務委員就職典禮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
日晚上假本校禮堂舉行。多得家長、教師及員工們的參
與，典禮已圓滿結束。是次活動程序如下：
1. 廖校長致歡迎辭；
2. 第二十屆主席郭彤蓉女士匯報會務報告及財務報告；
3. 通過第二十屆常務委員會會務及財務報告；
4. 選出一位會員負責第二十一屆常務委員會之義務核數
工作；
5. 確認第二十一屆常務委員會委員；
6. 頒發感謝狀及委任狀；
7. 第二十一屆家長教師會主席江少華女士致辭，表達對來
年工作的期望，並感謝各老師及家長對家教會的支持。

開放時間：每月第一個星期五
早上 10:00 – 中午 12:00
電

話：2446 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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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屆家長委員

心聲

第二十屆
家長教師會活動一覽

主席

副主席
本人有幸獲選為家教會
副主席，可以與熱心的老師和
家長合作，感到十分高興。我亦希
望可以協助學校，共同建設理想
的校園。

區佩儀女士

文書
我是第一次擔任家
教 會 委 員， 雖 然 沒 有 經
驗，但我會盡心盡力做好家
教會的職務。同時，我希望透過
參與學校活動，進一步了解學校的
運 作， 加 強 與 學 校 的 聯 繫， 與
老師們共同努力培育學生成
長。 謝 謝 老 師 們、 家 長
們的支持！

陳亦妹女士

宣傳
很榮幸能加入家教會，透
過參與校內各項活動，讓我更
了解學校的教學運作和小朋友的學
習情況。最開心的是認識了一班有
愛心的家長，希望大家齊心合
力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溫秀珍女士

我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與信任，讓我當選為家教會主
席。我會努力做好這份工作，期望
透過家教會這個平台與學校增加
溝通，共同努力，為學生建設
美好的校園。

江少華女士

文書
大家好！今年是我第一
年參加家教會，很榮幸能為學
生、家長和學校盡一分力。我相信
透過家教會這橋樑，不但能促進家
長與學校的溝通，也能有效地
令每一個孩子在優質的學
習環境中健康地成長。

胡倩衡女士

聯絡
本人非常榮幸擔任家教
會聯絡一職。我加入家教會不
但希望對學校有更深入的了解，也
希望能協助學校推行各項活動和
工作，從各位老師和家長身上
學習更多，豐富體驗。

李慧蘭女士

活動
家長教師會已步入第
二十一屆，學校與家長之間的
合作，愈來愈緊密。自從成為家長
教師會的委員後，我對學校加深
了了解和認識。希望來年有更
多家長參加本會活動。

李美瑱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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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會務工作

司庫
「 望 子 成 龍， 望 女
成鳳」是每個家長的共同
心聲，參加家教會是為了加
強與孩子的聯繫，通過家教會可
以讓我更了解學校的各類活動和工
作。期望老師和家長一同努力建
構關愛校園，讓子女們可以
健康地成長。

家校合作方面的工作

• 常務委員會會議

•「當家人有不同意見時，該如何處理？」家長講座

• 出版家長教師會周年會訊

• 中一至中三級「星期六英語增潤班」

•「新生註冊日」及「新生輔導日」推廣及宣傳
• 定期開放家長資源中心「同心軒」，供會員聚會
之用

• 中一至中三級「數學增潤班」
• 送贈紀念品予中六級畢業生
• 甄選午膳飯盒、課本、校簿及校服承辦商，並跟
進各項有關學生福利的工作及服務質素
• 設有不同獎學金以獎勵學生

謝春媚女士

聯絡
本人很榮幸能成為家教
會當中的一員，加入家教會可
以加深了解學校的運作，以及更好
地了解孩子在學校的學習情況。
我希望能與各委員及老師携手
合作，為學校和學生出一
分力。

家長教師會活動剪影

曾肖冰女士
家長於同心軒整理送給中六學生的畢業紀念品

總務

中一註冊日

我在小學做過義工，也
會帶同小朋友一起參加，讓他
感受到幫助別人是一件很快樂的事
情。我期望透過家教會這橋樑，
可以更加了解學校，有助孩子
更快地融入新的環境。

陳福平女士

中六學生收到家長送贈的畢業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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