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家長教師會 
第19屆PTA會訊 



2018-2019	二零一九年十月	



2018-19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

左起至中 : Christine, Mike主席, Kit, Connie, Olivia, Barbara, Maggie, 
           王主任副主席, 陳校長顧問
右起至中: Cindy, 郭老師, 謝主任 , Owen , Pam, 李傑之校監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當然顧問 陳淑英校長

主席 黃銘偟先生 (Mike) 　　 
副主席 　　　 王志文 主任

聯絡
李佩珍 女士 (Cindy) 
林珮怡 女士 (Olivia) 郭婉薇 老師

司庫 陳靜嫺 女士 (Connie) 謝菀熒 主任

文書
林盼 女士 (Pam) 

郭貝貝 女士 (Barbara) 

總務
徐國雄 先生 (Owen) 

陳潔賢 女士 (Kit) 

康樂
黃晟 女士 (Christine) 
陳文嫻 女士 (Maggie) 

增補委員
林曉藝 女士 (Ellen) 
蕭明 先生 (Fay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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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名單如下：

FayieEllen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家長教師會 

第19屆PTA會務報告 


2018-19年度: PTA會議六次

1. 	26/10/2018	
2. 	30/11/2018	
3. 	18/1/2019	
4. 	15/3/2019	
5. 	31/5/2019	
6. 	6/9/2019	



李傑之校監贈言

家長身教千斤重	
教師訓誨萬般濃	



林仲岷副校監贈言
Heartfelt thanks to the Parents and Teachers in 

nurturing an environment of LOVE and CARE for 

our Boys and Girls! 



陳焯標校董贈言



彭澤強校董贈言

善心助人	
善語待人	





校友校董李少鶴校長贈言

家校合作	
任重道遠		





吴浩雲校董贈言

突破創新同戮力		
家教齊創成長路	



陳淑英校長贈言

         

CCTV@It	is	possible

今年，我以「CCTV家長」來
勉勵小一家長，先從自己去

作出改變及學習，這是協助

孩子獲得適應的最好方法。

我覺得當中的理念也適用於

英小的每位家長，很想跟大

家分享。	

C：Change	
改變	

家校合作的基礎是大家要先放下，學習去接受及重新領
會，要做到此點，改變很重要。	

C：
Communicate

溝通	

良好的溝通，令家校合作事半功倍。積極聆聽、具同理
心、多點讚美與欣賞，以正向角度互相交流。	

T-Trust	
信任	

信任是打開家校合作大門的鑰匙。相信學校以孩子幸福
為目標，以身作則與學校願景共同努力，關心學生事學

校事。	

V-Virtue	
品德	

家長是孩子的榜樣，孩子是家長的加強版。要孩子好，
家長先做起，做個有品格的成年人，以禮相待，互相尊

重。	

在新的一年，我鼓勵大家做CCTV家長，
繼續承傳英小的薪火相傳美德：家校同心
合意，携手合作。令每一位孩子都在It	is	
possible	的信念下，獲得喜樂、自信、健
康及優品格的生命素質，迎接高成就的未
來。	

陳淑英校長	

2019.9	



服務了家教會已五年了，剛剛今
年榮幸出任家教會主席。 
一如以常，和拍檔多年的家委，
及新加入的家委成員，我們都是
本著家校合作，去共同促進家校
共融，充分運用及發揮家長們聚
沙成塔的資源和團隊精神，去為
學校共同努力,	令英小園地更創新，
穩步向前。	
為我們的孩子擁有一個喜樂，自
信，健康學習的園地。	

 
We make it possible ! 

主席 - 家委黃銘偟Mike 
(6C ⿈炳乾 & 4K⿈炳深)



聯絡 - 家委李佩珍Cindy (6C 陳憲楓) 
時間過得真快，不經不覺已在小學渡過第
九年，令我更加不捨得這個家，好感恩學
校、校長、老師和工友們給我子女留下快
樂的回憶。 
其實就讀小學的子女好需要家長陪伴一起
成長，學校係一個好的渠道，可以與子女
一起參加不同的義工活動，從中增進感情
和了解。我相信，只要信任學校和學校目
標一致，透過溝通和合作，定能使子女健
康快樂成長。希望家長們繼續努力，把家
教會使命薪火相傳，家校合作，從心出發。					



聯絡 - 家委林珮怡 Olivia 
 (5K陳兆朗 & 2K陳衍霖) 

 
								

過去一年我非常榮幸能夠參與家教會的
會務，深深感受到全體教職人員對教學
的熱誠和對孩子的關愛。	
我特別希望藉此機會，多謝一羣家長義
工的無私奉獻！在他們的協助下，讓我
們所舉辦的活動能夠順利完成。	希望
將來會有更多的家長，參與我們的工作
及活動，令家長教師會與學生們一起茁
壯成長。	



司庫 - 家委陳靜嫺 Connie (5C陳奕朗) 


踏入第六年為家教會服務, 做了兩年文
書後，由第三年至今的職位都是司庫。 
今年同樣參與了很多校內和校外活動, 
深深感受到家校合作的重要性, 缺一不
可。	 
參與家教會, 除了對學校加深了認識之
外, 彼此更建立了一份互信的精神, 而
小朋友對學校的歸屬感可以說是有增
無減, 這正是『家校共融』的威力。 
    	



文書 - 家委林盼Pam (6K 陳滙星)
記得當年我們從星加坡回流返港，女兒
滙嘉和幼子滙星相繼入讀母校，成為我
的小師弟妹，轉眼間，今年弟弟滙星也
畢業了，我有幸在這九年來以家長和校
友的身份為家教會､校董會及校友會出
一分力，家教會家校携手共建校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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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學校，
令每位孩子健康快樂地成長，成為未來
社會的好公民！	



文書 - 家委郭貝貝Barbara 
(4K謝心盈 & 2K謝心浩 & 1C謝心睿 )

今年第三年為家教會服務，承蒙
家長們支持PTA各項活動，我們
才能順利完成。過程中有賴各家
委的協力及學校的配合，令英小
學生接收到滿滿的愛。希望來年
能繼續為學校及家長服務，讓同
學們在這個溫馨家庭中茁壯成長！	



總務 - 家委徐國維Owen	(5K	徐彦銘 )

祝願每位小朋友，能做到

快樂學習，保持身心健康，

達至茁壯成長。



總務 - 家委陳潔賢 Kit 
(4K譚天盈 & 2K譚稀慈) 

在剛過去的一年感覺既充實又難忘。首先很感

謝各位的支持使我能當選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

家委一職，讓我加深了解家教會及學校的運作。

能夠與校長、各執委及義工共事亦使我獲益良

多，透過參與學校的活動，孩子們與家長的歡

樂笑聲也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很感恩，因為

家委的工作亦感染了兩位女兒積極融入校園生

活，從而加深對學校的歸屬感。	

最後，我衷心期望大家能抱著歡恩及積極的態

度，讓我們的孩子在滿載恩寵的環境中成長。	



感謝老師家長們的信任和支持！今年已是

第四年度，也是最後一年為大家服務，本

人一定會不遺餘力，做得更好！�

孩子是香港的未來，願每個孩童都能在一

個健康快樂的環境中成長！英皇精神得以

傳承！	

康樂	-	家委黃晟Christine (5K	陳以正)



康樂 - 家委陳文嫻Maggie (4K 黃柏迪)
眨眼當值家長教師會委員兩年了。深

深體會到家庭與學校是孩子成長和發

展離不開的環境，孩子的身體健康與

學業成功，是家長和教師的共同的目

標和期望。	

[家校合作]也是提升學生質素的途徑之

一，培養學生良好的品格，必須要家

校一起聯手、攜手合作，讓孩子在家

校共同的關愛中全人發展，健康的成

長，將來才能成為懂得關愛他人、尊

重他人、富有責任感的社會棟樑。	



增補 - 家委林曉藝Ellen	(2C	許綽銘)

精彩的學校活動總讓時間過得特別快(開心既時

間過得特別快)，囝囝過了2年的英小生活，我也

過了2年英小生活，感謝校長，主任，老師們努

力，讓我們每一天也是多姿多彩，成為家教會

其一成員，更深同感受着學校的熱誠，理想，	

更希望為家長，學校，學生們付出，正所謂

「你們開心，我就開心！」	



增補 - 家委蕭明 Fayie (1K蕭傲軒）

好榮幸可以成為英小家長教師委員會的一份子。

在過去一年，充分感受到英小家長和學校的強大，

每一位家長、老師和陳校長都不遺餘力，努力建

立一個更好的環境，讓小朋友能夠快樂成長，盡

顯英小精神。	

踏入新一年，希望可以繼續為各位家長服務，為

母校作出一點貢獻。	



2018-19 活動一覽
日期 活動

  2018	年
10月26日 PTA 會員周年大會
11月21日 雪糕日
12月21日 聖誕聯歡會

  2019	年
1月4日 綠色校服日
1月11日 敬師日
1月20日 兩文三語親子旅行
4月9日 綠色校服日

4月27日 敬老活動 -	長者穴位保健工作坊

6月28日 小六謝師宴

10月24日	 家委選舉	
10月25日	 PTA 會員周年大會



活動花絮~ PTA AGM (26/10/2018)

家教會第十八屆週年會員大會暨第十九屆常務委員選舉及就職典禮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
日順利進行並圓滿結束。當天榮幸李傑之校監,林國榮校董,及陳淑英校長蒞臨出席主禮嘉賓。
特別邀請香港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駐校服務（小學及幼稚園）主任盧思敏姑娘主持，講
題:愛得有界線。	



活動花絮 ~ 雪糕日(21/11/2018)

2018年11月21日	雪糕日：是家教會為全校學生準備的雪糕日。每個孩子都
可以享用一個香軟可口的軟雪糕。	雪糕車悅耳的音樂聲伴隨著學生燦爛的
笑臉，為孩子們的喜樂增添了繽紛的色彩，帶來美好而難忘的回憶。	




2018年12月21：聖誕聯歡會各家委出席聖誕聯歡日，和學生共渡歡

樂日子。為增加節日氣氛，家教會安排了聖誕老人及禮物抽奬。	

活動花絮 ~聖誕聯歡會 (21/12/2018)



活動花絮 ~ 敬師日 (11/1/2019)

2019年1月11日敬師日：家教會認同尊師感恩的精神，每

年舉辦敬師日。學生們由衷地感謝老師們的教誨和付出，

把心意化為行動，表達對老師們的敬愛之情.	




活動花絮 ~ 兩文三語親子旅行 (20/1/2019)

2019年1月20日親子旅行日：在家教會的安排下,每年的全校親子暨兩文三語活動	，家長和學

生都踴躍參與！讓他們渡過一個歡樂的親子同遊日，更可親親大自然。今年我們往上水假日

農場	,	田園生態漫遊及農耕體驗	,午膳流浮山海鮮餐,	每個家庭都度過了一個既有意義而

又充實的親子假期。

上水假日農場  午膳流浮山海鮮餐 



活動花絮 ~ 兩文三語親子旅行(20/1/2019)



活動花絮 ~ 兩文三語親子旅行(20/1/2019)



活動花絮 ~ 敬老活動 - 長者穴位保健工作坊 (27/4/2019) 


2019年4月27日長者穴位按摩保健工作坊：學校和家教會的一貫宗旨是尊老協幼，關懷弱勢社群。學校邀請中西

區婦女會日間長者中心的五十名長者，並特邀香港中醫醫學博士張明偉中醫師舉辦穴位按摩講座，香港護理協

會六名義工量度老人們的血壓和心跳。張博士親自教授學生和家長義工按摩和推拿技巧，小朋友用自己的小手

努力為長者服務，用心推拿和按摩，為長者們舒緩病痛和消除疲勞。這項有意義的活動令孩子們感受到施比受

更有福。	





活動花絮 ~ 誠邀標叔叔拍攝畢業照片

標叔叔用他的專業及熱
愛的心,	為我們畢業的同
學留下最美的回憶。	



活動花絮 ~ 謝師宴 (28/6/2019)

英小師長多年來不辭勞苦的教
導學生，家教會於6月28	日舉
行了謝師茶聚，以答謝老師多
年的循循善誘教導。當天出席
的嘉賓，老師，家長和學生，
多達一百四十多人。	



活動花絮 ~ 謝師宴 (28/6/2019)

謝師茶聚歡笑聲中圓滿結束 



活動花絮 ~ 第二十屆 PTA 選舉 (24/10/2019) 



活動花絮 ~ PTA的其他参與

PTA參與學校開學典禮、結業禮、聯校畢業典禮	



2018年度家長義工嘉許

     

2C	 許綽銘	

  4K	 謝心盈	
  4K	 黃柏迪	
  5K	 陳兆朗	
  5K	 陳以正	
  5K	 徐彥銘	
  5C	 陳奕朗	
  6K	 陳滙星	
  6C	 陳憲楓	
  6C	 黃炳乾	

金

1K	 蔡海晴	
 	 1K	 李昭巒	
 	 1K	 蕭傲軒	
 	 1K	 談鎮霖	
 	 1K	 黃珞珈	
 	 1C	 鄺熙淇	
 	 1C	 鄺希夷	
 	 1C	 林梓炫	
 	 1C	 沈舒宏	
 	 2K	 王日朗	
 	 2C	 孔垂懿	
 	 2C	 關熹峻	
 	 2C	 林子星	
 	 2C	 李洛妍	
 	 2C	 呂佳誠	
 	 2C	 彭愷添	

銀

2K	 陳思樂	

2C	 林熺楷	

3K	 陳昊陽	

3K	 鄧楚軒	

4K	 潘梓賢	

4K	 譚天盈	

4C	 鄧敬業	

5K	 梁芷喬	

5C	 陶雋彥	

6C	 藍曉哲	

6C	 李柏辰	

6K	 陳悅然	

銅全年義工總時數	
達200小時	

全年義工總時數	
達100小時	

全年義工總時數達50小時	

3C	 林安喬	

 	 3C	 廖梓棋	
 	 3C	 徐子然	
 	 3C	 楊樂熙	
 	 3C	 姚欣貝	
 	 4K	 賴香龍	
 	 4K	 梁凱喬	
 	 4C	 許卓樂	
 	 4C	 柯焯藍	
 	 4C	 彭旭輝	
 	 5K	 莊焯棋	
 	 5C	 李梓暄	
 	 5C	 梁瀥天	

排名不分先後

總時數 1/1/2018-31/12/2018



2018-19年度聯絡大使
班別	 	聯絡大使	

4K 
蔡峰	
女士	

4C 
譚淑美女

士	

5K 
林佩珊女

士	

5C 
鄺美珍女

士	

6K 
許翠蓉女

士	

6C 
吳鹿婷女

士	

班別	 	聯絡大使	

1K 
袁慧雯

女士	

1C 
蔣伊雯

女士	

2K 
吳卉茵

女士	

2C 
秦家儀

女士	

3K 
張海蘭

女士	

3C 
布佩茜

女士	



2018-19 年度量體温大使
班別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1K	 李昭巒	李昭詠	 周建芬女士	

1K	 黃珞珈	 羅紫齡女士	

1K	 陳泓熹	 曾啟儀女士	

1C	 鄺希夷	 謝婉盈女士	

1C	 鄺熙淇	 鄺秋豪先生	

1C	 沈舒宏	 舒情葉女士	

2K	 王日朗	 蔡淑冰女士	

2C	 孔垂懿	 溫	璟女士	

3K	 鄧楚軒	 李潔珍女士	

3C	 古浩鳴	 鄭可凝女士	

4K	 梁凱喬	 徐嘉盈女士	

4K	 賴香龍	 李	婷女士	

3C	 梁芷瀅	
梁嘉昌先生	

5K	 梁芷喬	
排名不分先後



2018-19 年度圖書館義工

排名不分先後

班別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1K	 張迪森	 利嘉雯女士

1K	 楊懷富⼥⼠	 談鎮霖	

1C	 鄺秋豪先⽣		 鄺熙淇

1K	/	2C	 徐叠婷女士 呂佳耀 / 呂佳誠 

1K	 羅紫齡⼥⼠	 ⿈珞珈	

2C	 林曉藝⼥⼠	 許綽銘	

2C	 郭嘉惠⼥⼠	 陳凱琪	

2K	/	4K	 陳潔賢⼥⼠		 譚稀慈 / 譚天盈 

3K	 李潔珍⼥⼠	 鄧楚軒	

班別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3C	 葛雅静女士 徐⼦然	

3C	 羅斯穎⼥⼠	 姚欣⾙	

3K	 凌美⾦⼥⼠	 吳思穎	

4K	 蔡峰⼥⼠	 潘梓賢	

4C	 譚思慧⼥⼠	 柯焯瀠	/ 柯焯藍	

4K	 陳⽂嫻⼥⼠		 ⿈柏迪	

5K	 黃	晟⼥⼠	 陳以正	

5C	 邱秀霞⼥⼠	 李嘉儀	

5C	 黎翠珊⼥⼠	 關⼦健	

6K	 許翠蓉⼥⼠	 陳悅然	



2018 年度家長義工名單
1K 曹天圓	
1K 陳正彥	
1K 陳浚鋒	
1K 陳泓熹	
1K 卓紀頤	
1K 張迪森	
1K 蔡海晴	
1K 李昭巒	
1K 李昭詠	
1K 李依彤	
1K 呂佳耀	
1K 彭燊	
1K 冼柏澄	
1K 蕭傲軒	
1K 談鎮霖	
1K 王心怡	
1K 黃頌然	
1K 黃鎧晴	
1K 黃珞珈	

1C 歐陽天晉	

1C 陳洛珩	

1C 張駿鴻	

1C 鄺熙淇	

1C 鄺希夷	

1C 林梓炫	

1C 李梓敬	

1C 梁海情	

1C 沈舒宏	

1C 唐嘉鍒	

1C 謝心睿	

1C 謝德万	

2K 陳衍霖	

2K 陳思樂	

2K 陳樂希	

2K 高偉文	

2K 盧紀穎	

2K 譚稀慈	

2K 唐昊而	

2K 曾逸曦	

2C 謝心浩	

2C 黃栺朗	

2C 王日朗	

2C 袁曉臻	

3K 陳昊陽	
3K 鄧楚軒	
3K 何其翀	
3K 林洛言	
3K 利家瀅	
3K 吳思穎	
3K 杜奇峰	
3K 曾映蕎	
3C 陳令妍	
3C 卓城禧	
3C 古浩鳴	
3C 林安喬	
3C 梁佚㞩		
3C 梁芷瀅	
3C 徐子然	
3C 姚欣貝	

4K 陳鋅洳	
4K 賴香龍	
4K 林璟秀	
4K 梁凱喬	
4K 馬德諺	
4K 聶純一	
4K 潘梓賢	
4K 冼可峰	
4K 譚天盈	
4K 謝心盈	
4K 黃柏迪	
4K 黃炳深	
4C 袁浩知	
4C 陳賢雋	
4C 張智傑	
4C 許卓樂	
4C 鄺泓熾	
4C 劉祖嬴	
4C 文載曦	
4C 萬霈陽	
4C 柯焯藍	
4C 柯焯瀠	
4C 鄧敬業	

5K 歐陽天寶	
5K 陳兆朗	
5K 陳康樂	
5K 陳以正	
5K 周柏宇	
5K 莊焯棋	
5K 徐彥銘	
5K 梁芷喬	
5K 利家樺	
5K 盧志禧	
5K 蕭勉沂	
5K 楊綽嘉	
5C 陳奕朗	
5C 趙曉浚	
5C 關子健	
5C 梁瀥天	
5C 李嘉儀	
5C 陶雋彥	
5C 陶則然	
5C 王耀陽	
5C 余睿思	
5C 袁曉嵐	

6K 陳滙星	
6K 陳悅然	
6K 廖梓朝	
6K 鄭偉城	
6k 曾卓衡	
6K 王謙	
6C 陳憲楓	
6C 陳諾諾	
6C 張智瑋	
6C 林梓澄	
6C 藍曉哲	
6C 李家浚	
6C 李柏辰	
6C 安一銘	
6C 黃炳乾	

總時數共7,000小時	

共110	家庭

排名不分先後



2018-2019年度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2018-2019年度
家長教師會熱心服務獎

班別	

1K	 陳凱滿	 卓紀頤	 黃鎧晴	
1C	 何晧峰	 鄺希夷	 梁海情	
2K	 陳柏顥	 陳柏朗	 唐昊而	
2C	 李洛妍	 呂佳誠	 林子星	
3K	 鄧善瑩	 利家瀅	 趙敏	
3C	 卓城禧	 林安喬	 楊華匡	
4K	 梁凱喬	 譚天盈	 胡凱文	
4C	 陳薇云	 張智傑	 柯焯瀠	
5K	 周柏宇	 李芯瑤	 蕭勉沂	
5C	 張煒柏	 陶則然	 余穎琪	
6K	 陳悅然	 周令文	 陳滙星	
6C	 張心怡	 姜鎬悅	 黃炳乾	

班別	

6K	 徐宇羚	 陳碩豐	 何文諾	
6C	 陳諾諾	 張智瑋	 俞爾琳	
5K	 陳以正	 黃煒臻	 馮愷欣	
5C	 李嘉儀	 鄧穎瑜	 袁曉嵐	
4K	 江行舜	 林璟秀	 潘梓賢	
4C	 陳鉅楓	 文載曦	 萬霈陽	
3K	 陳禮軒	 鄧善瑩	 曾映蕎	
3C	 梁佚㞩	 梁凱熙	 廖梓惠	
2K	 譚稀慈	 唐昊而	 崔日朗	
2C	 張智曦	 周睿明	 呂佳誠	
1K	 陳泓熹	 李昭詠	 黃頌然	
1C	 歐縉昇	 何皓晴	 唐嘉鍒	

排名不分先後



2018-2019年度 
家庭服務獎

2018-2019年度 
10 年長期服務獎

譚淑美女士	
李瓊瑤女士	

黃銘偟		葉麗清	黃炳乾	黃炳深	

林	盼	陳平川	陳匯嘉	陳匯星	

李佩珍	陳偉斌	陳嘉怡		陳憲楓		

林珮怡	陳億智	陳兆朗	陳衍霖		

陳靜嫺	陳美華	陳熙悠	陳奕朗	

黃	晟	陳偉強	陳以正	

郭貝貝	謝寶龍	謝心盈	謝心浩	謝心睿	

徐國維	翁惠娘	徐彥銘	

陳文嫻	黃志華	黃柏迪		

梁嘉昌	蔡敏儀	梁芷喬	梁芷瀅	

徐嘉盈	梁廣順	梁凱喬	

譚淑美	鄧兆堂	鄧善之	鄧敬誠	鄧敬業	

汪愛倫	陶宇傑	陶雋彥	陶紫悠	

張海蘭	陳澤楓	陳柏翹	陳鋅洳	陳昊陽		
排名不分先後

5 年長期服務獎

林珮怡	女士	
黃晟			女士	
汪愛倫	女士	
徐國雄	先生	
梁嘉昌	先生	



第十九屆財務報告



第十九屆財務報告



第十九屆財務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