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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員名單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主席 鄭志成先生(Herman)

副主席 陳淑英校長

文書 陳靜嫺女士(Connie) 余朗源老師

司庫 鄭凱珊女士(Yoyi) 屈嘉曼主任

總務
程桂珍女士(Angel)

黃茵淵老師
林盼女士(Pam)

康樂

黃銘偟先生(Mike)

陳潔儀主任
張海蘭女士(Christine)

聯絡 李佩珍女士(Cindy) 王志文主任

增補委員 翁惠娘女士(Amanda)家長教師會以家長與學校合作的伙伴形式，匯聚家長資源，
以協助學校發展，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為宗旨。



校監勉辭

李傑之校監



校董勉辭

林國榮校董



標叔叔校長勉辭

陳焯標校董



副校監勉辭
林仲副校監



校長的話

學校重視人的培育與發展，以建立喜樂、
自信及健康的孩子為目標，我們深信每
位學生都是獨特的，啟發他們潛能，讓
孩子尋找自信及喜樂，是健康人生的重
要元素。
學生的成長除了學校的栽培外，家長的
配合更為重要。每年，我們都舉辦不同
的學習活動或帶學生出外比賽，均有賴
家長們的協助。家長教師會已成為學校
與家長合作的橋樑，一群熱心的家委除
了配合學校發展外，也自發地舉辦活動，
如敬師日及謝師宴等，以傳揚「尊師重
道」的美德，學校深表感謝及欣賞。
展望將來，學校與家長教師會持續合作，
保持良好及緊密的關係，携手培育具有
英皇特質的孩子。

陳淑英校長



主席的話

一羣睡眼惺忪小朋友, 一班匆匆忙忙家長, 每天早上都
交織着的畫面。 過去六年我都經常參與其中, 見證了
學校蛻變, 也見證孩子們成長。 孩子畢業了, 亦為以
往服務畫上句號。

家教會工作是艱辛的, 是義無反顧的, 但從中能認識一
羣不計較的, 不分彼此的, 互相扶持的家長, 為學校為
學生遮風擋雨。在此我向各家委, 義工們致以最高謝
意。 亦希望新一屆委員及義工們能堅守信念, 繼續以
團結精神為學校服務。

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鄭志成(Herman)

鄭皓聰 (6K)



家委心聲
文書陳靜嫺 (Connie)

陳熙悠(4K) 陳奕朗 (2K)

第二年為家長教師會服務, 與上年職
位一樣是文書, 今年同樣參與了很多
學校活動, 深深感受到家校合作的重
要性, 缺一不可。 由我為家教會服務
到現在, 我和我的小朋友對學校加深
了認識, 對學校的歸屬感可以說是有
增無減, 這正是我的推動力。 希望每
人都能出一分力, 家校共融, 為我們的
下一代創造更美好的校園。



家委心聲
司庫

鄭凱珊(Shan)

李燊榮(6 C )
正所謂「天下無不散之筵席」，隨著小兒燊榮已畢業
升中，我在家教會的兩年職務任期也隨著屆滿，心情
的確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回顧在短短兩年，我除了負責會內日常一切會計事項
外，還參與籌辦及出席多個家校合作的活動，例如：
親子旅行、英語小導遊、敬師日、開放日、聖誕聯歡
會、家長校董選舉、AGM選舉....等等！而令我最深刻
的就是前年的「慈善步行及義賣籌款」和去年的「謝
師宴」！每次完成這些項目後，都令我感到非常興奮
和滿足，因為除了能實踐我參選時的理念「身教」外，
最重要是我可以與一班出心出力的家長和充滿愛及專
業的教學團隊合作去做事，令我也上了人生寶貴的一
課！

未來的日子，只要有需要和時間，我和燊榮仍會繼續
努力為母校服務，感謝母校在這六年的愛護及教導，
以及帶給我倆人生一段極美好的回憶！

最後，祝願家校合作關係，更團結融洽，令家校合作
更發熱發光！



家委心聲
總務

程桂珍 (Angel)

余浩堃 (5K)

大家好！不經不覺在這所學校，已和小兒一
起經歷了五年的學習旅途，他在學校學知識，
而我則在校內學習服務，我們大家也很開心。

2016-17學年是我和小兒在這所學校最後一
年，希望他能努力為自己的前途邁進，而我
也在下屆任最後一年家委的身份，能為學生
校舍努力做得更多，希望在這裡成長的小孩，
不要忘記這所有愛有情的學校。這裡不止是
一間學校，也是一個英皇小孩的家園。



家委心聲

記得當年我們從星加坡回流返港，女兒滙嘉順利被取錄

小一，成為我的小師妹，嘉嘉已渡過六年愉快充實的小

學生活，當上了中學生，而弟弟滙星今年也升讀四年級，

我亦有幸在五年來以家長和校友的身份為家教會､校董會

及校友會出一分力｡在此衷心感謝校長､老師､教職員及辦

學團體，祝願PTA薪火相傳，家校挽手，令每位孩子健

康快樂地成長，成為未來社會的好公民！

總務
林盼 (Pam)

陳滙嘉 (6K) 及陳滙星 (3C)



家委心聲

回想當年參選家委, 在台上說了參選
抱負「廚房理論」。在家教會服務了
快2年，我印證了我的宣言：一個熱
愛烹煮的人，一定熱愛廚房。當你希
望能同子女和學校一起成長，最佳的
體驗方法就是成為家委一份子，推動
家校合作。很高興這2年來能參與和
推動各項家校合作的活動和家教會主
辦的活動。新的學年又來臨了而新的
一屆家委又快產生了，希望來年能再
為大家服務。

康樂
黃銘偟 (Mike)

黃炳乾 (3K) 及黃炳琛 (1C)



家委心聲

康樂
張海蘭 (Christine)

陳柏翹 (4C) 陳鋅洳 (1K)

感謝各位家長的支持，讓我可以成
為家敎會的委員，為學校、學生及
家長服務。在這一年裏，我感受到
家校合作的重要，亦深深感受到校
長、老師及各職工對學生的付出及
愛，使每一位學生在開心、有愛和
有營的環境下成長。



家委心聲
聯絡

李佩珍(Cindy)

陳嘉怡 (6C) 陳憲楓 (3C)

過去一年里有幸得到家長們的信任成為家教會大
家庭里一份子，真正感受到那份互信和合作精神，
每次家校活動，學校、家教會和家長義工們都合
作無間，讓我深深體會到團體精神。我很喜歡這
班兄弟姐妹，不但從中跟他們學習之餘，亦增進
友誼，而且大家目標一致，為了未來的主人翁無
私奉獻，一起嘻哈，一起面對解決問題……我希望
在之後的任期繼續努力出一分綿力。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家委心聲

增補委員
翁惠娘(Amanda)

徐彥銘 (2K)



活動一覽
日期 內容

2015年10月10日
家長教師會第十五屆周年大會

暨第十六屆常務委員會選舉就職典禮大會

2015年10月10日 綠色校服日

2015年12月23日 聖誕聯歡會

2016年1月6 日 「親子齊動手」模型製作比賽

2016年1月22日 敬師日

2016年1月22 日 家長校董選舉日

2016年3月2日 「光與影」攝影講座

2016年3月6日 綠田園親子旅行暨兩文三語活動日及親子攝影比賽

2016年6月10日 謝師宴

2016年6月24日 英語小導遊

2016年7月8日 綠色校服日



活動花絮
家長教師會第十五屆周年大會

暨第十六屆常務委員會選舉就職典禮大會
2015年10月10日



活動花絮
家長教師會第十五屆周年大會暨第十六屆常務委員會選舉就職典禮大會

2015年10月10日

第十六屆
常務委員就職

第十五屆常務委員會

第十六屆常務委員
及義工家長



活動花絮

綠色校服日
2015年10月10日
2016年7月8日



活動花絮

聖誕聯歡會
2015年12月23日



「親子齊動手」模型製作比賽
2016年1月6日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
敬師日

2016年1月22日



活動花絮

家長校董選舉日
2016年1月22日



活動花絮
「光與影」攝影講座

(標叔叔校長和王志文主任主講)

2016年3月2日



活動花絮
綠田園親子旅行暨兩文三語活動日及親子攝影比賽

2016年3月6日



活動花絮
綠田園親子旅行暨兩文三語活動日及親子攝影比賽

2016年3月6日



活動花絮
綠田園親子旅行暨兩文三語活動日及親子攝影比賽

2016年3月6日



親子攝影比賽得奬學生名單



親子攝影比賽得奬學生名單



親子攝影比賽得奬學生名單



活動花絮

謝師宴 2016年6月10日



活動花絮
謝師宴

2016年6月10日



活動花絮

英語小導遊

2016年6月24日



家教會奬學金獲奬學生名單

家長教師會「測驗進步獎」 家長教師會「熱心服務獎」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每班兩人) (每班一人) (每級6人)

準則 以學生上學期測驗平均分及
下測驗平均分比較後，每班

進步最多的首兩名。

熱心服務老師及同學，並由
任教該的科老師推薦。

各班主任依上學期及下學期
結業禮領取操行獎名單，在
上下學期均獲獎者優先考慮。班級

6K 鄭皓聰林璟藍 呂樂彥 林汶聰 鄧俊鋮 楊宏權

6C 陳嘉怡李宜燕 羅惠嫦 熊天維 陳嘉怡李宜燕

5K 凌鎮洋王紫晴 岑偉瑤 李智樂 王奇偉廖粕余

5C 雷淇湞黎浩天 楊凱琳 胡珉僖 鄭以誠黎浩天

4K 劉靖霖陳澤昇 何伊靖 何伊靖劉靖霖陳怡豪

4C 麥梓泓楊寅駿 陳嘉誠 陳柏翹林樹權盧雪莹

3K HADIYA RIZWAN 陳安琪 陳碩豐 陳碩豐陳悅然黃炳乾

3C 陳滙星徐宇羚 林曉瀅 陳憲楓劉安餘王謙

2K 趙曉浚陳天佑 周柏宇 施明均施明佑陳奕朗

2C 何俊樺黃富培 袁曉嵐 余睿思王進劉智榮

1K 陳薇云劉祖嬴 袁頌行 陳薇云馮禮軒高鉅凱

1C 李嘉穎賴香龍 李嘉穎 張智傑柯焯瀠黃炳深



第十六屆財務報告



第十六屆財務報告



第十六屆財務報告



聯絡大使

班別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6K 勞芷晴 黃璟瑤

6C 馬德璘   梁錦碧

5K 佘泓燊 朱丹

5C 顧玘政 王麗偉

4K 鄧敬誠 譚淑美

4C 周敬慧 鄭蘭妮

3K 李柏辰 吳鹿婷

3C 高頌曦 高家裕

2K 陶雋彥 汪愛倫

2C 陳以正 黃晟

1K 許卓樂 陳凱珊

1C 謝心盈 郭貝貝



量體溫大使

級別 班別 中文姓名 家長姓名 星期

2 C 黃富培 周飛燕 一
1 K 陳薇云 陳華 一
2 C 梁嘉昌 梁芷喬 一

5 C 鄭皓名 謝文燕 二
1 K 徐若涵 許燁 二
4 K 林嘉欣 林秀珠 三
4 C 陳晨 錢美華 三
5 K 陳櫻子 陳桂子 四

4 K 何子聰 彭剛英 四
3 C 袁浚天 袁蘇思慧 五
1 K 高鉅凱 高玉霖 五



義工家長名單 總義工時數: 5599小時
班別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1C 萬霈陽 萬樹基

1C 聶純一 李凱儀

1C 柯焯藍 譚思慧

1C 謝心盈 郭貝貝

1K 陳霆軒 陳志剛

1K 陳薇云 陳華

1K 許卓樂 陳凱珊

1K 高鉅凱 高玉霖

1K 文載曦 文年森

1K 徐若涵 許燁

2C 陳以正 黃晟

2C 梁芷喬 蔡敏儀

2C 利家樺 潘月娥

2C 吳澤濤 吳鏡清

2C 王進 鄭寶珊

2C 王畇皓 吳盈蓁

2C 黃富培 周飛燕

2C 余睿思 周景華

2K 陳兆朗 林珮怡

2K 周柏宇 周善培

2K 趙曉浚 趙輝忠

2K 徐彥銘 翁惠娘

2K 梁芷琦 譚劍琴

2K 李祖輝 盧葵英

2K 李嘉儀 邱秀霞

2K 施明均 吳潔

2K 陶雋彥 汪愛倫

2K 黃蔚宗 鄔麗霞

2K 王耀陽 翁燕斌

班別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3C 張智瑋 梁治宇

3C 蔣禧花 方明明

3C 高頌曦 高家裕

3C 林曉瀅 林錦文

3C 王謙 潘玉珊

3C 袁浚天 袁蘇思慧

3K 陳諾諾 陳旭東

3K 陳安琪 陳育明

3K 陳悅然 許翠蓉

3K 何旻諾 屈嘉怡

3K 藍曉哲 藍少華

3K 李柏辰 吳鹿婷

3K 鄭偉城 Stargardt Julian Michael

3K 黃炳乾 黃銘偟

3K 趙浩宇 陳海青

4C 陳柏翹 張海蘭

4C 陳晨 錢美華

4C 張琇婷 簡露茵

4C 周敬慧 鄭蘭妮

4C 周善旻 周橞琳

4C 林樹權 陳吓瑜

4C 盧雪莹 鄭竟清

4C 楊栢霖 鄺媚令

4K 陳澤昇 陳健權

4K 陳熙悠 陳靜嫺

4K 陳怡豪 陳燕珊

4K 杜在禮 談夢莎

4K 何子聰 彭剛英

4K 林嘉欣 林秀珠

4K 梁文熙 吳詩婷

4K 石朗天 馬佩紅

4K 鄧敬誠 譚淑美

班別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5C 鄭皓名 謝文燕

5C 朱韋政 朱賢峰

5C 顧玘政 王麗偉

5C 廖羿然 鄧燕玲

5C 都慶山 都智峰

5C 鄭以誠 李建群

5K 陳櫻子 陳桂子

5K 洪翊嘉 李瓊瑤

5K 彭禮謙 鄧萬寶

5K 岑偉瑤 張玲玲

5K 佘泓燊 朱丹

5K 王澤昊 王倜

5K 余浩堃 程桂珍

5K 王雯冉 李穎

6C 陳梓丰 陳柱明

6C 陳嘉怡 李佩珍

6C 李燊榮 鄭凱珊

6C 李宜燕 李肇基

6C 馬德璘 梁錦碧

6K 歐陽天潔 邱潤梅

6K 陳滙嘉 林盼

6K 陳擁曦 戴麗真

6K 鄭皓聰 鄭志成

6K 段宏浩 段寶華

6K 林璟藍 趙秀賢

6K 勞芷晴 黃璟瑤

6K 呂曉東 呂耀威

6K 呂樂彥 張仕妹

6K 鄧穎琳 梁愛結

6K 唐煒惇 陳玉娟

參與率:90家庭 (約全校之1/3)



義工家長名單

總義工時數: 5599小時

級別 班別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金獎 6 C 李燊榮 鄭凱珊

6 C 陳嘉怡 李佩珍

6 K 陳滙嘉 林盼

6 K 鄭皓聰 鄭志成

3 K 黃炳乾 黃銘偟

4 K 陳熙悠 陳靜嫺

4 C 陳柏翹 張海蘭

2 K 徐彥銘 翁惠娘

6 K 勞芷晴 黃璟瑤

5 K 余浩堃 程桂珍



義工家長名單
總義工時數: 5599小時

級別 班別 中文姓名 家長姓名

銀獎 6 C 馬德璘 梁錦碧

2 C 陳以正 黃晟

5 K 洪翊嘉 李瓊瑤

1 K 許卓樂 陳凱珊

4 K 何子聰 彭剛英

4 C 陳晨 錢美華

3 K 李柏辰 吳鹿婷

4 K 鄧敬誠 譚淑美

1 C 聶純一 李凱儀

5 C 顧玘政 王麗偉

5 K 陳櫻子 陳桂子

5 C 鄭皓名 謝文燕

1 C 謝心盈 郭貝貝

2 K 陶雋彥 汪愛倫

4 C 周敬慧 鄭蘭妮

5 K 佘泓燊 朱丹

1 K 高鉅凱 高玉霖



義工家長名單

總義工時數: 5599小時

級別 班別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銅獎 3 C 高頌曦 高家裕

3 C 袁皓軒 袁蘇思慧

1 K 陳薇云 陳華

4 K 林嘉欣 林秀珠

1 K 徐若涵 許燁

2 C 梁芷喬 蔡敏儀

6 K 唐煒惇 陳玉娟

2 C 黃富培 周飛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