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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月至 2014年 5月財政報告 *

                      進 項                          支 項	 　
承 2013 年 12 月結餘	 $56,730.70	 	
親子旅行收費	 $106,260.00	 大棠荔枝園入場費	 $72,900.00
老師禮物資助	 $3060.00	 親子旅行旅遊車費	 $25,200.00
2013-14 年度會費	 $40.00	 親子旅行禮物 ( 禮卷 )	 $2,550.00
	 	 親子旅行禮物	 $2,998.00
	 	 親子旅行保險	 $2,033.00
	 	 團拜食物	 $2,000
	 	 第十九期家教會會訊	1000	份		 $2,300.00
	 	 金馬錢箱	 $1,652.40
	 	 愛心隊保險	 	$1,120.00
	 	 轉名費	 $200.00
合共 $166,090.70 共支 $112,953.40
	 	 本年度結存 $53,137.30

顧問：校監李志源神父、胡艷芬校長     編輯小組：黃美霞女士、易錦倫主任

     本校「第一屆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已於六月十六日順利完成，在選舉主任 ( 家教會顧問 )王志德醫生及家教會成員麥笑芬女士見證點票，結果如下：3 號候選人羅志文先生當選家長
校董，2 號候選人陳美和女士則出任
替代家長校董。

 常常有人會問：醫生工作這麼繁重，你那有時間參與

家長教師會的工作呢？我認為時間的分配是很重要的，沒

有人是忙碌到沒有一分鐘空閒時間的！只要早點知道程序

安排，基本上各會議及活動我都能出席的。

 這些年來參與家長教師會的工作，主要是與學校一起

合作，在溝通下，制定及實踐一些對孩子有禆益的活動，

我相信這方面我們是辦到的。在任內，我主要出席各項定

期會議，個別的校園活動及一些頒獎工作；說起來，工作

量亦不算十分重。我想大家如有興趣參加，應盡力試一試，

不用害怕自己做不來。

 雖然兩屆工作順利完成，應該功成身退。不過，承蒙

各方不棄之下，我接受了擔任家長教師會榮譽顧問一職，

實在是本人莫大的榮幸。加上家長校董選舉，我也兼任選

舉主任，任重道遠，希望能不負所託，完成任務。

 我的女兒是應屆六年級生，畢業在即，亦表示六年小

學生活即將告終，隨之而來是中學生活的新挑戰。不過我

在這家長教師會的工作仍會繼續，希望藉本人的微力，共

同為孩子的成長努力；堅守「剛毅求真」的精神。

	 願孩子振翼高飛，活出彩虹。共勉。

 「王醫生，你有沒有試過切開人

個肚？」

 「你要不要當值三十六小時？」

 「你係咪做院長？」

 以上全是本校學生曾向我提出的問題。有見及此，我

先自我介紹我的醫生工作。

 我本身是在醫院管理局轄下的伊利沙伯醫院工作，已

經超過二十年了，是腸胃及肝臟專科醫生。除了照顧住院

病人，還會做內窺鏡及一些小手術；加上看專科診所覆診

的病人，所以每天的工作都是編排得密密麻麻，不過這也

是政府醫院醫生繁忙工作的普遍現象，因為人手的確比較

緊張。

 醫護工作雖然繁重，但我們從來不會因辛苦而放棄，

或許正是那份滿足感及病人的一聲道謝的神奇力量吧！所

以在學習路上，大家都要堅持，努力奮鬥，做到最好。

 由於在醫院也積累了一些經驗，所以也有幸當上醫學

院的名譽助理教授，參與了醫科學生的教學工作。我對這

工作抱有積極的心態，因為可以把知識傳授給新一代，實

在是一件快事。若干年後，我年紀大了，他們就是我的「主

診醫生」，為人為己，所以質素一定要有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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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全班第一名 學業進步獎 班別 全班第一名 學業進步獎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1A 吳學熙 馬梓諾 4A 謝奕朗 馮明艷
 1B 李逸彥 詹啟鋒 4B 陳煦然 陳漢彥
 1C 陳靖嵐 譚仲琳 4C 陳瑋鍵 劉鈺瀅
 1C 許晉熹    /　 4D 蔡昀軒 倫穎琦
 1D 郭彥 黃棨灝 4E 楊紫夢 張恩慈
 1E 李敏瑄 陳洇錡 5A 陳素賢 黎栢熙
 2A 張鈞喬 彭琬淋 5B 孫樂欣 黃雨輝
 2B 羅栢希 譚鈱諾 5C 陳俊瑋 胡嘉樂
 2C 黃立戩 柯儁煒 5D 曾偉賢 劉愷健
 2D 楊少敏 黃淇鈞 5E 楊少鈞 陳香宜
 2E 鄭宇軒 李家祺 6A 吳栢榮 陳柏堤
 3A 區芷婷 黃韋程 6B 黃芊穎 楊韻琦
 3B 張紫雪 朱健樂 6C 梁嘉穎 陸劍恆
 3C 王婉澄 梁信諾 6D 徐雅安 馬廸勤
 3D 柯俊彥 何穎嘉 6E 朱穎然 周兆軒
 3E 鄭穎欣 謝曜行   

2013-2014年度上學期

孫保祿修士教育基金獎

2013-2014年度

「孫保祿修士教育基金」計劃

體藝優異獎

班別 姓名 組別 獲獎組別
	3A	 何依桐	 視藝	 視藝
	3D	 馬綽穘	 跆拳道	 跆拳道
	5B	 孫樂欣	 舞蹈 / 辯論	 辯論
	5E	 潘彩鴻	 舞蹈	 舞蹈
	5E	 蕭穎童	 古箏	 古箏
	6A	 林煌熙	 音樂劇 / 手語歌小組	 音樂劇
	6A	 羅依琪	 音樂劇 / 手語歌小組	 音樂劇
	6A	 湯婉穎	 舞蹈 / 手語歌小組	 手語歌小組
	6A	 王雪盈	 舞蹈 / 手語歌小組	 手語歌小組
	6B	 陳曉嵐	 田徑	 田徑
	6B	 蔡樂瑤	 舞蹈	 舞蹈
	6B	 何善鈞	 舞蹈	 舞蹈
	6B	 高政棋	 幼童軍	 幼童軍
	6B	 林昊霆	 田徑	 田徑
	6B	 潘梓華	 舞蹈	 舞蹈
	6B	 湯皓文	 游泳	 游泳
	6B	 黃紀行	 幼童軍	 幼童軍
	6B	 楊子聰	 幼童軍	 幼童軍
	6B	 楊韻琦	 舞蹈	 舞蹈
	6C	 陳昕彤	 田徑	 田徑
	6C	 刁詠庭	 辯論	 辯論
	6C	 梁嘉穎	 辯論	 辯論
	6C	 莫子琳	 音樂劇	 音樂劇
	6D	 黎日晴	 古箏	 古箏
	6D	 徐雅安	 跆拳道	 跆拳道
	6E	 劉海琳	 田徑	 田徑
	6E	 馬綽希	 跆拳道	 跆拳道
	6E	 馬健恆	 幼童軍	 幼童軍
	6E	 龐展雯	 游泳	 游泳
	6E	 張子蔚	 普通話獨誦	 普通話獨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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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 年度上學期各班考獲全班第一名而獲得

        「孫保祿修士教育基金」同學的得獎感言

3C 王婉澄
	 感謝「孫保祿修士教育基金」頒發這個獎項給我。得到這獎項是需要
經過努力的，還有在課堂上要專心一致地上課，在家裏用功溫習功課和課
本，在考試前也要用功溫習。就像這一次的考試，因為我用心溫習，所以在
各科都取得優良的成績。特別是英文和常識科，因為我在這兩科中都取得全
班最高分。我在下一個學期會繼續努力，希望下次可以再得到這個獎項。

5E 楊少鈞
	 我很榮幸獲得「孫保祿修士
教育基金」的獎項，心裏感到無
比的喜悅。它是我人生中很好的
啟發點，而此將會鼓勵我繼續勇
往直前。我也相信這種鼓勵不只是對我，對其他
同學也會起鞭策的作用。我會繼續努力，謝謝。

5B 孫樂欣
	 我很感謝「孫保祿修士教
育基金」給我這個獎項，同時
感謝老師、家人、同學的鼓勵
和教導，我一定會繼續努力，
向夢想進發。希望天主賜每一
位同學智慧及勇氣，將生活上
所有問題一一迎刃而解！

5A 陳素賢
	 對於是次的得獎，我十分感謝我媽
媽，她每晚都不辭勞苦地陪我溫習及預習；
我亦十分感謝我的老師，他們每天都很用
心地教導我。此外，我還想感謝「孫保祿
修士教育基金」，他們給了我這個獎。在
學期初時，當我得知有這個獎時，我便立
志要得到它。今天，我成功了！

3B  張紫雪
	 就這次得獎感受，我感覺非常高
興。首先這是第一次的「孫保祿修士
教育基金」對我努力後的成果之肯定
及鼓勵。當然，要感謝各科老師的教
導及細心照顧，我很相信每一位同學
如果肯為目標前進，為學業及品行努
力，必定有美好的成果。

6C 梁嘉穎
	 能獲得「孫保祿修士教育基金」
的獎學金，我覺得很開心！我之所
以能獲獎，是因為背後有很多人支
持我，老師悉心的教導，父母的鼓
勵都讓我充滿信心，努力做好每一
件事情。最後，我只是想向那些一
直支持我的人說一聲：「多謝！」。

5C 陳俊瑋
	 首先，我很感謝「孫保祿修士
教育基金」能給予我獲獎的機會，
對漫長的學習路程給予了一個很大
的鼓勵，使我能訂立一個目標，繼
續努力學習，增長自己的知識。

4C 陳瑋鍵
	 第一次站在台上接過「孫
保祿修士教育基金」的獎狀，
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興奮。我會
繼續努力，無論在學業，還是在
品行中我都會努力地做到最好。
在此，感謝「孫保祿修士教育基
金」，謝謝！4B  陳煦然

	 我很感謝「孫保祿修士教育基金」
讓我有一個努力爭取表現的機會，讓我
可以有動力發奮學習，向這目標前進。
我很高興，用自己的努力得到這獎項。
我也要感謝中、英、數、常及其他科任
老師，他們用心教導我，使我在考試中
取得好成績。我會繼續努力！

4A 謝奕朗
	 我覺得很榮幸可以獲
得這個獎項。這個獎不但令
我很興奮，更令我提高了自
信心。我要感謝所有悉心教
導我的老師。下學期我會繼
續努力，追求卓越表現。

  6A 吳栢榮
	 這是我第一次獲得獎學金，我十分驚喜，
因為這是我在上學期的努力學習所得的成
果。我要感謝一直付出耐心和時間栽培我的
老師，和我的「人生老師」—父親，因為沒
有你們為我的付出，我不會有如斯成就。將
來，我會利用基金繼續作為目標，努力學習，
永不言敗，向優秀的中學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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