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執筆於端午佳節，總回想起與五個小個兒樂融融包糉的時光。小個兒們都是鄉中人，猶記得老大中一

註冊時老四還是肚中的小不點。轉眼間小個兒也成大個兒，老四今年都獲受鄉中畢業證書了。

　　轉眼服務鄉中已逾十數載，在擔任家長教師會主席的日子裏，我繼續不付所托與各委員合作，攜手延

續家校合作的理念，促進家長與學校之間的緊密溝通，發揮薪火相傳的精神，為學生建立一個更理想和優

質的校園，讓學生快樂成長。在此，本人謹對各家長的支持和信任深表謝意。

　　這學年，嚴峻的疫情為家長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令一眾父母既擔心又無奈。學校停課帶來的生活問

題；孩子們網上學習的適應困難、對孩子學習安排的擔憂等等，這種種突如其來的變化和發展，除了歷經

世界新常態(New Normal)外，亦見證我們一眾家長如何施展十八般武藝，裝備自己，迎難而上。在校內，

我們慶幸有一位具有真知灼見的校長，帶領一眾積極果斷的老師，以超前思維預先拆解可能發生的情境，

未雨綢繆，令一眾家長得以安心。亦因如此，袁校長年初榮獲「教育局常任秘書長嘉獎信」乃實至名歸。

　　在疫情的影響下，本會不少原定的活動因而取消，但校服回收等活動仍如期舉行，我深深感受到每位

家長與委員對學校及孩子無私的愛和付出。非常感謝歷屆的家長教師會主席、委員及家長義工，這是你們

對鄉中的祝福成願。我衷心期盼日後會有更多家長願意成為義工，成就這片美好的土地。

　　最後，本人謹代表家長教師會感謝袁校長、各位老師、各位教學助理及職工對孩子們的愛心及關懷。

縱然來年仍要面對不同的挑戰，就讓我們家長同心協力，堅定以愛守護着我們的孩子，與學校攜手，為莘

莘寸草共創更精彩豐盛的未來。

主席一家樂也融融

主席的話
主席 廖陳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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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家長委員為中六同學送上祝福

　　本年度，本校以「感恩珍惜‧積極樂

觀」作為全人發展的主題，培養同學正面

的價值觀和態度，教導他們常存感恩之

心，珍惜擁有的一切；並抱持積極樂觀

的人生態度，把握機遇，勇敢面對生活

和成長的挑戰。

　　今年，全球疫情持續。面對疫情，

我們更需要抱持積極樂觀的態度，迎難而上。

本年度本校以網上視像的形式開展新學年，並由9月開始進行網上實時教學。 

至9月下旬，疫情緩和，全港學校得以分階段恢復面授教學。及至12月上旬， 

疫情再度惡化，教育局宣布暫停面授課堂，本校再次安排網上實時教學。幸而疫情再次受控，在農曆年假

後，同學得以重返校園學習。縱使經歷了疫情反復的一年，本校師生仍能發揮良好的應變及適應能力，汲

取網課的經驗，共同面對挑戰，實踐積極樂觀的精神。

　　在疫情下，我們也要學懂感恩珍惜。在這疫情期間，大家都上了寶貴的一課，我們知道凡事都不是理

所當然的，回校上課學習也不是必然的。為使全校能恢復面授課堂，本校全體教職員積極配合有關復課的

指定條件，定期進行檢測，讓同學能回校上課。因受疫情影響，學習進度難免受到延誤，本校老師為減低

疫情對同學學業的影響，特別安排中六級及中五級同學在平日下午進行網上補課，及星期六回校面授補

課。在疫情期間，各位家長亦積極配合校方的網課安排，盡力支援子女的學習……凡此種種，我們都要感

恩和珍惜，感謝身邊為我們付出的人，珍惜學習的機會。

　　縱然面對重重挑戰，各位「鄉中人」也不要過分憂慮，疫情總會過去，讓我們攜手合作，共同迎接更

好的將來。

校長的話
校長 袁廣業

校長頒發感謝狀予上屆家長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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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至2021年度）

常務委員會委員合照

家長教師會第十六屆常務委員會

何劍禮先生

曾麗儀女士
洪艷秀女士 黃偉生先生

陳惠貞女士

吳佩珊女士

主　　席： 陳淑霞女士

副 主 席 ： 陳惠貞女士　袁廣業校長 

秘　　書： 楊詩健女士　彭詩韻老師

司　　庫： 簡可欣女士　黃偉生先生

總　　務： 岑穎傑先生　麥瑞芳女士　曾麗儀女士　杜紹榮副校長　梁美玉老師

公　　關： 吳佩珊女士　何劍禮先生　胡麗蘊副校長　黃麗珍老師

康　　樂： 李 平女士　洪艷秀女士　洪智欣老師　丘巧燕老師

義務委員： 郭頴文副校長

義務審核： 陳綺嫻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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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資助租用新影印機，
方便同學影印學習材料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家長教師會 
中期財政報告 

(2020年 9月 16日至 2021年 5月 31日) 
收入 支出 

承上年結存 $57084.46 水機及濾水器保養年費及更換濾
水器 

$2945.00 

教育局資助本會活動[註 1] $25340.00 電話費 (至 2021年 5月) $2284.00 
會費收入 $58800.00 影印機付款(分期及碳粉) (11/60) 

(至 2021年 5月) 
$10740.00 

收回文憑試評卷紀錄墊付費用

(學生自費)(2020年 7月) 
$3432.00 郵票 $80.00 

利息 0.12 中六學生禮物(文具) $3984.20 
中六畢業禮物(委員贊助) 5000.00 膠紙(贈送口罩) $12.00 
2019-2020學年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墊付) 

$29000.00 教師日用品 $231.44 

影印費收入(至 2020年 12月) $89.64 謝師宴 (2019/2020) $33934.00 
  2019-2020學年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墊付) 
$29000.00 

  
  銀行查冊費 $600.00 
  中六畢業禮物[註 2] $15128.67 
  快閃記憶體 (英文科校本評核) $60.00 
  結存 $79746.91 

總計 $178746.22 總計 $178746.22 
備註： 
(1)本學年教育局資助本會$25340，其中$19600指定用作舉辦親子活動，其餘$5740資助家長教師會日常經費。 
(2)中六畢業禮物費用包括 2019/2020年度之燈座費用$3148.71。 

 
 

家長教師會 中期財政報告
（2020年9月16日至2021年5月31日）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中期財政報告 

(2020年 9月 16日至 2021年 5月 31日) 
 
 

收入 支出 

承上年結存 $300614.00 
2019-2020學年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29000.00 

利息 $1434.24 轉帳至家教會常務戶口 $200.00 
轉帳自家教會常務戶口 $200.00 獎學金結存 $273048.24 

總計 $302248.24 總計 $302248.24 

 
 
 
 
 
 
 

     
司庫  義務審核  主席 

(簡可欣)  (陳綺嫻)  (陳淑霞) 
 
 
 
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中期財政報告
（2020年9月16日至2021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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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我們感謝您！

蔡倩怡 
老師

布洛衡 
老師

周妮璇 
老師

杜紹榮 
副校長

楊浩麟 
老師

梁雅儀 
老師

「最值得表揚老師」選舉結果

04 05 06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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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一種緣份，彼此在微妙的互動中，不覺已為對方帶來了驚喜、   

幸福、生活的樂趣、圓滿的人生……。

你為我帶來了……

孩子，你為我帶來了驚喜

　　曾經抱著牙牙學語的你，我感恩上天讓我

擁有如此可愛伶俐的女兒，唯願你一生安康喜

樂，品性純良，不求其他！然而漸漸長大的

你，如一顆種子衝破泥沙，將嫩綠的幼芽伸出

地面直指天空！所有老師都對我誇獎你自律聰

慧、友愛包容，優異的成績也讓我驚喜，原來

你對自己的要求，比我想像的更嚴格！雖然我

沒有像其他望子成龍的家長那樣，讓你輾轉在

無數的課後補習班，只讓你選擇自己

喜歡的興趣班去學習才藝，但你足以

給媽媽帶來驚喜，在各方面都表現出

色，更讓我欣慰的是，你善良開朗，

樂於助人，在學校交到很多好朋

友，媽媽跟你說過學習好不代表你

優秀，品行得到大家的認可，才是

你受益一生的財富，請繼續努力！

媽媽，你為我帶來了溫暖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在我上幼

稚園的時候，您就如詩詞中的慈母，希望我在

學校與人為善，學會如何與人相處，只要不考

倒數第一即可。但我上小學後，您突然對我嚴

厲起來，日日督促我溫習功課，也會在弟弟不

做功課時大發雷霆。後來您對我說：「人在每

個階段的職責都不同，你現在是學生，就要做

好自己的職責，不能虛度光陰。盡自己所能，

才不負此生。人各有天資，成績好壞

不可強求，但不做功課就是不能擔己之

責，不可輕恕。」自此我才理解您所說

「品行比成績更重要」的道理。您說父

母對孩子的愛不是予取予求，而是教會孩

子做人的道理、謀生的本領，不求將來大

富大貴，但求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媽

媽，您嚴厲的教導讓我感到溫暖！

1B 詹語嫣及家長

孩子，你為我帶來了 
希望和開心

　　依稀記得你出生的模

樣，令我內心充滿希望和滿

足！能夠陪著你一起成長，

令我內心有著滿滿的踏實

感，一切一切的喜悅愉快都

是你帶給我的！

爸爸媽媽，你為我帶來了愛和動力

　　你們對我的愛是無私的，

在我困難時陪伴著我，在我憂

傷時安慰我，在我失敗時鼓

勵我。你們是我傾訴、分擔

壓力、分享喜悅的對象，你

們時時刻刻的陪伴令我感到

溫暖和安心。你們在我心中

就是最完美的！

1A 吳卓泳及家長

令人溫暖的笑容

一家人去越南硯港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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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你為我帶來了歡樂與陪伴

　　我覺得孩子的降臨，是對我的恩賜，更是快樂的泉源，

源源不斷注入夫妻幸福的家庭。此刻，回憶起我和先生照顧

初生的你時的驚慌失措，真是好笑極了。

　　隨著你一點一點地長大，會走路了，會說話了，還有了

自己的小心思。養孩子確實很累，但同時孩子也會給我和先

生帶來很多歡樂和動力。相信很多爸爸媽媽都是這樣。

　　養孩子的過程真是苦樂

摻雜，但更多的是樂。這些樂

足以讓我們忘掉辛苦、憂愁及

煩惱。孩子陪伴我們的時光真

的很短暫，此刻應該多珍惜和

孩子在一起的美好時光！多點

耐心，少點打駡。願我們每一

個人都平安喜樂，心隨所願，

幸福美滿。

爸爸媽媽， 
你為我帶來了溫暖

　　這麼多年來，你為我付出了

許多，你總是無微不至地照顧

我。回想起日常生活中的點滴，

當我感到快樂時，你總會聆聽我

分享這份快樂；而當我感到難過

時 ， 你 便 會 安 慰

我、支持我，時刻

都會陪伴著我，給

我 帶 來 無 限 的 溫

暖！

孩子，你為我帶來了歡樂

　　每當看見你的時候，我的嘴角都會不知不

覺間牽扯起月牙般的

弧度，你就像一台關

不掉的歡樂機械，經

常為我的生活帶來笑

聲。時光荏苒，你已

經長大了，回顧生

活中的點點滴滴，

都充滿著喜悅、歡

樂……

媽媽，你為我帶來了安全感

　　每一次我在學校遇到一些傷心的事情，回

家後都會和你傾訴。你總會向我說一些鼓勵的

話，令我倍感安

心 。 時 光 飛 逝 ，

媽 媽 你 仍 然 支 持

我，我十分感謝你

一直以來的支持、

鼓勵……

1D 黃啟衡及家長

4D 何卓穎及家長

卓穎與媽媽

向目標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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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

家長義工接待新同學及家長

中一註冊日
9.7.2020 - 10.7.2020

家長教師會幹事培訓課程  18.11.2020

中六畢業典禮  26.3.2021

周年大會
17.10.2020

中一迎新家長日
19.8.2020

贈送口
罩活動
10.2020

中秋節
30.9.2020

家長日
19.3.2021

環保校服回收計劃
11.6.2021 - 30.6.2021

校長及家長委員在佳節贈送禮物，
為中六同學打氣

家長出席網上迎新家長日，了解鄉中的特色

委員積極參與培訓課程

家長為畢業生準備禮物，送上祝福

善心校友慷慨捐贈口罩，
並由家長委員協助處理家長參與網上周年會員大會

班主任以網上會議或電話形式與
家長討論學生表現

同學踴躍捐贈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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