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 訊
聖公會主風小學家長教師會

　　好榮幸今年能繼續參與聖公會主風小學家長教師會的工作，並
成為今屆的主席，與一眾家長委員及老師委員一同商討及籌備家教
會的事務，背後亦有一班不辭勞苦的家長義工協助，才令活動及日
常運作得以順利完成，讓我們的子女可以享受校園生活，我希望藉
此機會感謝一班默默耕耘的家長們及辛勞苦幹的教師們。

　　早前看過復仇者聯盟大結局，戲中的英雄們不惜一切的犧牲及
付出，就如我們一班家長，雖然不是什麼英雄，但亦會不惜一切為着
我們所愛的子女作出犧牲和付出，或許我們會遇到很多困難，如聖經
內詩篇中的詩人提到：「我的好處不在祢以外。」，以神為我們的好
處，不論是什麼困難都是與我們有益的。讓我們來年一起繼續努力為
學校、為我們的子女共同面對每一項挑戰。

主 席 的 話

副 主 席 的 話
　　大家好，我是今屆家教會副主席暨家長校董，慶幸能和大家一起為學校服務。
我們每個小朋友來自不同的家庭，但看得見的是在主風裏，群聚一心，在主的帶領
下大家就好像家一樣，共同讓校園有着「彼此相愛、互相服侍」的氣氛。要令讓孩
子在學校愉快成長，良好的家校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家長為學校出一分力，共同協
作，身體力行，每一個活動就會有美好的效果，可以令我們和我們的兒女都滿載喜
悅和難忘的回憶。天父更格外給我們關顧，讓校園洋溢融洽和愉快的感覺，這就是
家校合作的成果。
　　盼望我們的兒女都能在主風中認識到主的愛，並愉快學習和健康地成長 ! 希望
大家日後更踴躍參加我們家教會的活動，在此再次多謝各位，謝謝。

源兆昌先生

梁鎂瀅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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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
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名單

  顧問：鄭思思校長
  主席：源兆昌先生
  副主席：田少斌副校長、梁鎂瀅女士
  教育：陳倩誼姑娘、陳燕女士
  學術：何黎芳主任、莊芷菁女士
  康樂：劉劍光老師、李沛君女士
  司庫：莫少娟主任、林淑德女士
  秘書：胡栢勳主任、林水仙女士
  總務：李民亮主任、施澤銘先生、
        劉超先生

家長校董選舉結果
  家長校董：梁鎂瀅女士 
  替代家長校董：源兆昌先生



2018-19 年度 家長教師會
全年活動

家長班代表會

家長校董選舉

舉辦日期 活動名稱  

5/10/2018 校服回收

20/10/2018

第 二 十 一 屆 (2018-2019 年
度 ) 會員大會暨執委會選舉
及 就職典禮、專題教育講座     

「品格教育由家庭開始」

24/11/2018 2018 沙田節沙田區閱讀嘉年華

13/12/2018 第十二屆陸運會義工

21/12/2018 贈送聖誕禮物給全校學生

9/1/2019
及 16/1/2019 菜姨姨故事講座及培訓工作坊

17/1/2019 家長班代表會

23/1/2019 家長校董選舉

10/4/2019 水果日
8/5/2019 家長也敬師

13/5/2019 家教會親子旅行

12/6/2019 家長義工感謝茶會

3/7/2019 畢業生聚餐

會員大會就職禮

家長班代表濟濟
一堂，向學校反

映意見

氣氛愉快融洽

各委員宣誓就職

家長執委整理選票

我們喜獲
最佳創意大獎

點票順利完成

2018 沙田節
閱讀嘉年華



水果日菜姨姨
故事講座

家長義工隊

舊校服		 	
	 回收義賣

親子旅行日

家長積極投入學習

菜姨姨教家長說故事技巧

家長和學生都樂在其中

吃得滋味
看得開心

三人行，同學與校長合照

籌得之善款全數捐給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

家長同為慈善出心出力，支持環保

家長協助圖書館工作

家長義工們一起整理圖書

迪欣湖門前大合照

家教會訂製特別禮物送給
每一位同學，同慶聖誕節。

	 贈送
		聖誕禮物



學生上台
送上心意卡

家教會執委合照

一顆大心盡顯
同學對老師的敬意

家教會主席送上
親手製作的禮物

感謝家長義工一年來的辛勤付出

服務滿五年的
家長義工

本校於沙田麗豪酒店舉行畢業生聚餐，
場面溫馨感人

畢業生向班主任致送紀念座 感謝家長籌委會，
以及五年級家教會執委的協助

家長
 也敬師

家長義工
感謝茶會

畢業生聚餐



家長心聲

不知不覺加入校義工組已一個學期，由最

初的懵懵懂懂，到現在的駕輕就熟，真的

要感謝義工前輩的無私分享，從他們身上

深切感受到了無私奉獻，每當有當值的義

工請假，總是有熱心的姐妹頂上，每次學

校活動，總是有姐妹們踴躍報名參加。		

很榮幸，我也是其中一員。

為主風，為孩子們貢獻愛心。	

1B 班李瑜

及 1C班李舜家長

       

我的大女兒今年就讀主風

小一，能在這所我心儀的小學裏

讀書，實在感恩的，希望自己能在這

兒作出小小服務，於是加入做義工。

館做服務，又有很多義工家長一起

分享子女成長的經驗，因此

自己也能得益。

去年 9 月是大兒子入讀小一的重要開始 , 為了

多了解學校，所以加入成為家教會義工。過去

曾參與派飯、圖書館及陸運會工作。從中接觸

學校的機會增加了，令我對這裡有更深認識，

感受到學校上下各人努力一致付出 , 為學生給

與學生最好的。很感恩 , 我們成為主風的一分

子，在這個充滿歡欣、喜悅的地方茁壯成長。 1A 班	
袁永駿家長

           

我是由 2016 年才加入聖公

會主風小學，為這個大家庭服務，這

令我感覺很有親切感，也感到家長和老師之

間的凝聚力十分強。我認為家校合作是為純真

可愛的孩子們謀福祉的橋樑 ; 讓家長參與及舉

辦學校的活動，除了令家長了解自己兒女的學

習成果和行為，更能令家長和老師之間達

成一種共識，共同協助學生在一個健

康的學習環境中成長。

1C  呂恩熹家長 

大家好，我是 2B 班盧佳恩

家長，家姐已升中學。不知不覺間我

加入主風家教會這個大家庭已有五個年頭

了。每一次義工服務後都令我很有滿足感，

能夠為學校出一分力，我感到十分榮

之本的道理。

很榮幸小女有幸加入主風大家庭，也令

我有這個機會加入學校的家長義工活

動。從午膳家長義工開始至圖書館家長

義工，透過此項活動，我接觸到很多小

朋友，他們見到我也會跟我打招呼呢！

我也認識了一班家長義工，大家都很熱

心幫助學校義工服務。本學期即將完結，

下學年歡迎更多家長加入義工隊。

1 B 班		
高佩祺家長

我和莉敏都是新加入主風這個大家庭，在女

兒適應新環境時，我亦陪一齊適應，參加義

工家長除了認識各級別的家長，亦讓我加深

了解學校和家教會的運作，每次活動，家教

會的委員都願意聆聽我們的意見，為下次安

排作出改善。

最後，感謝各位資深的義工家長無私的指

導，使每次活動都是充滿笑聲！

1D 班		

黃莉敏家長

大家好，我是 1A 班黃嘉熙的媽媽，今年很榮

幸可以成為家長義工其中一員。本因希望藉

著義工服務可多接觸學校，知道學校方向及運

作，從而更了解囝囝的校園生活，同時亦希望

略盡綿力，為學校出點力，可惜因全職工作比

較困身，未能貢獻太多，實在抱歉。當中讓我

遇到一班家長義工，雖然接觸不多，但都已感

受到他們對學校無私的付出，就像在全職工作

一樣，任何時候有事時總有人補上。學校很多

活動表面看似簡單，原來有很多義工家長在背

後默默的支持。當中的團結及無私讓我感動，

藉此對他們送上我的謝意！

1A 班

黃嘉熙家長

回想起女兒正準備入小學的心情，至今仍歷歷在目……作為

父母最擔心莫過於小朋友適應、與同學相處、老師校長如何、

功課考試能跟上到與否……千百萬個問題圍繞心中……

起初上學都有不同的問題發生，約 3 至 6 個月後，我發覺

在心不同了，不單多了校車的好朋友、與同學相處融洽，更

令我意外的是在學術上有很大進步，細問下，是老師的功勞，

老師在課堂上給予很多的鼓勵，既嚴厲又有獎勵……令同學

們都十分願意努力。

小息時又會見到校長，校長又會樂於和他們傾談。

每一天放學見到我，都會告訴我上學很開心……我真心感謝

上帝讓在心能夠在主風小學成長同學習，釋除了當初百般的

疑慮。



執委心聲
聖公會主風小學創校 40 餘年，歷史悠久，既保

持優質傳統教學，又不斷創新，緊貼科技教學

方向，師生們充滿活力與創意。家教會將來會

繼續與學校無間合作，讓我們的同學可以在校

園内外多元化吸收學識，快樂學習，全面發展。 

施澤銘先生
1D班施璟韜家長

4C 班 呂梓亮家長

莊芷菁女士
3A班廖詠恩家長

在家教會已經踏進第三個年頭，這三年有幸

為主風小學擔任委員一職，實在感到榮幸。

在每一次家教會的會議上，令我了解到老師

除了日常的教學工作外，還要與我們家教會

合作籌備活動及處理相關的行政工作，在此，

我衷心多謝老師對學生悉心教導外，還為同

學們勞心勞力。

多謝校長及老師給我們一個平台，可以互相

分享意見，同時，感恩家教會委員一直以來

緊密合作，大家為學校，學生無私的付出，

為學生帶來一個更美好的學習環境， 令他們

在主風的大家庭裏快樂地成長。

光陰似箭，時間一晃已八年了，回憶八年前由女

兒入讀主風而加入主風家長義工團隊，到兒子

入讀後再加入家教會⋯⋯一切歷歷在目，記憶猶新。 

回顧家教會歷屇的工作，雖然也曾經歷過困難

與考驗，但一眾委員不分你我，盡心盡力為學

校，務求將事情做到最好，令我非常感動。在

主風我和家長義工們建立了深厚可貴的友誼；

見證了孩子們的成長；亦體會到教師們的辛勞，

除了教學外，還為學生籌備各種活動，及處理

教育政策各種改革的工作等等，在此衷心感謝

各位老師盡心盡職為學生付出。

4D班梁梓烽家長

4C班葉穎欣家長

回想起上年十月份參選家長教師執行委員會選

舉的時候，真的全憑一個勇字。	轉眼間已經加

入主風這大家庭將近一個學年了。很感恩在這

個學年內家教會舉辦的各項活動都十分成功，

亦得到家長們的廣泛支持和肯定，尤其要感謝

熱心的義工家長的參與。

劉超先生
1B 班劉易睿家長

林水仙女士
6B 班馮曦域家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