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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校長講話
i. 小學方面：小孩子的明日是我們最關心，也是學校最大的任務。我在週會上跟學
生講過有關升學的主題，學校希望每位學生都有機會進大學，所以從小學開始就
要作好升學準備。從以下三點數據，家長可以看得到學校達到的目標：(一)歷年
小六畢業生都能派到心儀中學就讀、(二)小三／小六全港性系統評估成績非常
好、(三)大部份小六畢業生都獲派第一組別的中學，以上三個數據都令我們很高
興。小六畢業生入中學後，我們經常收到中學的來信表揚他們的學業成績名列前
茅，進入好的中學在將來入大學的機會比其他組別的大。最近有數據公佈，香港
很多傳統名校中，學生在英、數及其他科目上都相對取得較高的分數，當中有
30%-40%的學生唯獨中文科未能獲得3分的成績而未能考獲本港大學的資格。從我
們同事的努力程度來看，我很有信心我們的學生以後在考中學文憑試，比較容易
達到（中英數通識3322）目標，因為他們的中、英、數三科均是強項。這就是學
校遠一點的目標：希望每位學生都有機會進大學。德育方面的教育，我們也同樣
重視。
國際部：學生的IGCSE和IB考試都非常好，百分之百考進大學，包括本港及英美
等地。
幼兒園／幼稚園：從進入我們的幼兒園開始，小孩子在一年時間的學習都有明顯
的進展，他們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學會兩文三語。此外，幼稚園的老師都非常認
真備課，每天的課程都很充實的。
本校擁有獨特的校園文化，來自不同國家地域的老師及學生共處一校，中西文化
交流匯聚，學生有機會從中西文化中成長並增加視野，對他們是最有利的。
蘇浙小學上課天數最長，我們每天都為了這四組不同制度的學生的前途而努力。
我們的家教會非常好，從他們嚴謹地選擇學生午餐供應商、舉辦聖誕聯歡會和組
織家長義工參與小學運動會、旅行等等事情上，充分顯示了家校合作的成效。
ii. 國民教育—學校沒有改變，一切照舊。
iii. 昨晨得悉有一名就讀本校幼兒園的學生，因患有先天疾病，在家身體不適送院不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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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通過上次理事會會議記錄
提議： 王冬青女士

全體鼓掌通過

三 ． 主席及各位副主席聯合報告
歡迎各位家長理事、老師們參加第42屆第四次的理事會。以下由各位副主席報告一些
本會舉辦的活動詳情：
羅婷副主席
K3幼稚園謝師宴於本年5月30日舉行。這是本會創會以來第一次舉辦的活動。當日分
為上、下午班兩場舉行，共700多人出席。為了令活動更充實，本會為Ｋ３各班小朋
友照相錄影供當天活動進行時播放，還有親子手工製作獻給老師，場面溫馨感人。
在此感謝各位家長義工和學校方面的支持，使活動得到圓滿成功。
王月光副主席
小六謝師宴於本年7月7日舉行。當日出席的小六畢業生、家長及老師多達250人。節
目包括：學生代表致謝詞、班級表演、大合照及致送紀念品等。本會今年第一次做
了一本“感謝留言冊”送給所有老師，裡面收錄了畢業生及家長們的感謝之詞，藉
此向老師們表達衷心的謝意。宴會當天還播放畢業生的活動花絮短片，同學們同聲
高歌，場面非常溫馨感人。在此感謝家教會執委會成員的精心籌備與策劃、老師們
的全力支持及義工家長們的盡心協助，使活動成功舉辦。
李佩紅副主席
多元智能獎勵計劃－今年的多元智能獎項分兩天進行頒獎典禮，幼兒園和幼稚園為6
月29日，小學部為7月4日。家教會共盼發了奬杯1100座，水晶奬牌626個，其中549位
同學獲書卷以資鼓勵。此次活動共用約廿萬元。今年本會接納家長意見，獎杯由塑
膠杯改為金屬杯。小學方面有些奬杯質量問題需更換，將陸續補上。值得高興的是
蘇浙同學除了注重課業，校外活動不論是體育、音樂、藝術、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出
色的表現，得獎同學一年比一年增加。
午餐供應商—在上次會議中，本會報告了在本學年開始時更換學生午餐供應商一
事，根據衛生署和教育局指引及通過參觀供應商的廠房設備和現場試食，本會從四
家午餐供應商中，選擇了澳華食品公司。該公司主要為進出口各類肉食及副食品等
食材，自設中央廚房並奉行衛生署建議3:2:1 黃金比例來製造食品，務求學童能吃到
高營養又美味的午餐盒。但對於該公司在服務初期，行政混亂、配錯餐、甜品不
足、食物味道和質量等問題的訴求，本會之膳食委員已於十月四日與澳華食品反映
意見，對方也承諾改善措施。本會也會密切監控，若學童和家長有任何訴求或問
題，請隨時與我們反映以便我們跟進。
四 ． 財務報告

(見附件一＆二)

五 ． 推薦第四十三屆理事會理事、推選理事會執委會、主席及副主席
馬瑋琳理事、龐華理事、沈玥妦理事、周建明理事、李佩紅理事、李若瑤理事、
簡美卿理事、劉琼理事、許韾心理事、沈耀婷理事、江瑩瑩理事、莊秀琴理事、
朱玲容理事、何蕾理事、劉于菁理事、孫玉芬理事、盧韻珊理事、伍慧怡理事、
陳媚媚理事、劉素理事、鄭韻詩理事、馮夏蕙理事、陳瑋章理事、蔡美怡理事、
陳美儀理事、楊敏理事、麥守乙理事、李綿綿理事、鄭夢華理事、李綿綿理事、
呂凱思理事、羅婷理事、鄭蔓華理事、孫玉芳理事、李婉兒理事、任雪英理事、
吳春華理事、郭樂理事、梁美寶理事、吳燕燕理事、柯美莉理事、吳美凰理事、
蔡奇宏理事、蔣蔚理事、王冬青理事、黃幼儀理事、李秀玲理事、趙世銓理事、
伊燕玲理事、鄭茜理事、孫玉娟理事、程廣智理事、蔡明慧理事、林逸霞理事、
蔡美怡理事、孫英理事、蔡詠恩理事、余惠琪理事、張榕珊理事、馮潔貞理事、
沈迺潔理事、卞驊理事、曾玲玲理事、曾千真理事、馮詠恩理事、林慧丹理事、
邱明思理事、朱枋理事、顏招興理事、黃敏兒理事、冼凱怡理事、何詩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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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晶晶理事、鄭雅理事、黃嘉敏理事、蔡蔚敏理事、林惠敏理事、張冬陽理事、
容綵淩理事、鍾玉理事、黃盈盈理事、周潔兒理事、盧夢蕓理事、高雪貞理事、
黎偉倫理事、胡穎生理事、許育霞理事、陳秋娥理事、張清芳理事、鄧翠紅理事、
莊美專理事、黃來華理事、王月光理事、葉麗萍理事、楊鳳莉理事、梁繼基理事、
陳慧嫺理事、黃靜霞理事、林憶真理事、林樂文理事、石桂其瑛理事、
陸少微理事、郭佩玲理事、Janine Feng 理事、Kelly Lo 理事、Susan Wu 理事、
Sonia Hung 理事、Hoi Yan Yong 理事、Vena Fong 理事、Iris Chan 理事、
Susan Yang 理事、Cookie Wong 理事、Serena Yeh 理事、Annie Shek 理事、
Shih Shan Shan 理事、Chu Ho Yan 理事、Sy Wai Tao 理事、王菲米蘭理事、
Yip Hoi Yu 理事、Cheng Heung Ling 理事、皇甫宜君理事、
由家長理事提名之主席及副主席候選人名單：
黃幼儀理事、王月光理事、任雪英理事、李佩紅理事、羅婷理事、王冬青理事
選舉結果：由於只有六名家長理事提名角逐正副主席之位，因此自動當選並成為執
委會成員。根據會章，新當選的執委會成員進行了互選，李佩紅理事當選為本屆執
委會主席、王月光為第一副主席、其餘四位家長理事將擔任本屆副主席。
六 ． 討論事項：
a. 幼稚園旅行
日期﹕2012年11月3日(星期六)
時間：早上九時至下午五時
行程﹕水上步行球之綠田園，迪欣湖世界 午餐：赤臘角機場富豪酒店自助午餐
團費﹕2歲以下手抱不用餐小童每位HK50；每位HK$180(大小同價)
提議：王冬青
全體鼓掌通過
b. 本年度聖誕聯歡晚會事宜
日期﹕2012年12月17日(星期一) 時間：晚上七時
地點﹕香港金鐘道95號統一中心四樓名都酒樓
餐費﹕每位HK$320(大小同價)，包括禮物
備註：家長們可另捐聖誕聯歡會禮物或禮物代金
提議：李佩紅
全體鼓掌通過
七 ． 其他事項
推薦陳佩娟女士為名譽理事事宜
提議：王冬青

全體鼓掌通過

會議於八時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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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955年-2002年財務收支彙報
利用今天理事大會的機會，向各位彙報一下本會建會57年以來的財務收支詳情。我先為各位彙報
一下前47年的財務收支狀况，現任會計任雪英小姐將為各位彙報近十年以來的財政收支狀况。
有不少家長們都曾經問過，你們有那麼多錢，都怎麼用的？還準備怎麼用？當各位聽完了我們今
天的彙報之後，將可能解答一些人提出的部分問題。
一、
二、

三、

四、

五、

自從一九五五年本會成立以來，至今，我們接受的各項捐款及所收的會員費總金額
保守地計算，已超過了九百萬元。
這些年我們的主要支出：
1) 93 年為慶祝本校四十週年校慶，本會發起了給課室安裝冷氣的活動，此項活動
共籌善款五十二萬零五百二十元，全部用於安裝冷氣。
2) 93 年陳守仁家族經本会捐出二十萬元購置了二十架當時最新款的電腦，為本校
建立了也是全港小學中第一個電腦室。
3) 2003 年抗擊非典，復課時，購置了近五萬元的衛生用品。
4) 由 1955 年起本會頒發的助、貸學金總金額已超過了二百五十萬元，獎學金總金
額超過十五萬元(不包括任小姐將給各位彙報近十年的數字)。
5) 陳守仁基金項下頒發的助學金超過十八萬元(由於當時的息口高，所發的款項都
是用利息收入支付的，一直未動用過本金)。
6) 本校五十週年校慶及本會五十週年慶典用了一大筆款項，詳情任小姐將為大家
介紹。
結至 2001 年 11 月 20 日我們接管財務工作時，本會帳上總金額滾存已累積到：一百
八十九萬八千三百二十七元三角五分。其中，會員費基金：510536.32 元；助獎學金
基金：887791.03 元；陳守仁基金：50 萬。
講到這裡，我再為各位介紹一下我們的所收到的捐款資金的來源。
1) 捐款是從我們建會後發起的「一角錢捐款活動」開始的。當時是每位學生每週捐
一角錢。至 1995 年此項活動才改為「助獎學金捐款」。當時是由校方代收的，
老師派表收款，收齊後再轉入本會的帳號中。表格的內容是會費 20 元，捐款 40
元(以自願為原則，即：可多捐、少捐及不捐)。
2) 99 年確定成立「蘇浙小學家長教師聯誼會貸助學金保管委員會」，同時確立了一
直沿用到目前的 A、B 兩組簽名制。此處還要補充一句。為什麼叫貸助學金呢？
因為此前還發放過大約幾萬元的貸學金。什麼叫貸學金呢？即是：借給一些家境
較貧寒的學生，待他們有經濟能力後再歸還給本會。但是，貸出去的款項一分錢
也沒還回來過，因此，貸學金便早就名存實亡了。而名稱卻一直到我們第一次修
章時才更改。
還有幾項資料的各位披露一下：1967 年，家長沈貴華先生以應善良的名義每年捐助
本校十名學生的助學金(直到他孩子畢業)；75 年本會籌募捐款四萬元，籌建小動物
園及購置 SONY 牌新款電視器材；四十週年校慶時黃明川主席捐贈了五千本精美的
紀念冊；歷屆春遊及聖誕聯歡會家長們的樂捐及實物禮品等等，這些都沒有計算到
上面提及的收入金額之內。

另外，之前還曾先後從會員費項下分別兩次過數到助獎學金項下共二十萬元。
陳守仁先生的兒媳陳趙滿菊女士(曾任本會第三十三屆、三十四屆及三十五屆副主席)曾對我
說過，陳氏基金以後她們就不再過問了，交與本會全權負責，她相信我們會處理得很好。
(我的記憶中許澄泉名譽理事和梁何詩娜永遠會長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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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年代長久，過往的單據我手上不齊全。以上所彙報的資料，多數是有資料可查的，有少部分
是估算出來的。但是，由於五、六十年代的單據我手上一張都沒有，連估算的可能都沒有了因此
我相信，我想各位也會相信，本會所收到的各項捐款的總金額及總支付，一定會遠遠地超過上面
所彙報的數字。
關於現有的資金將如何使用，這個課題將留給各位去探討。我們一直想盡力做到的是，為了配合
學校的建設，在資金使用方面做出不斷的改進，希望各位能提供寶貴的建議。
各位理事、各位老師，金錢，我們是可以用數字計算出來的，我們這些前輩們對本校、本會的熱
愛、關心，我們是沒有辦法計算的。我們要永遠要繼承是這種大愛的光榮傳統，因為這才是永恆
的。

下面由任小姐彙報：
由2003年至2012年,家教會在獎、助學金捐款方面,一共收到大約二百三十一萬伍千圓。當中一百
零八萬七千圓用於「多元智能獎勵計劃」方面,其次,家教會亦動用了大約十九萬元用做緊急助學
金，資助給一些有需要的學生。至於會費收入方面,過去十年,我們一共收到約五十萬零五千元。
家教會在蘇浙小學五十週年校慶所支出的費用是約九萬元；家教會五十週年慶典所支出的費用是
約十二萬五千元。除此之外,家教會在過去十年還為學校的教師資源室捐贈了電腦、新教室電視
櫃和一批窗簾,共支出的費用共約為十一萬八千元。本會現金結餘詳見財務報表。

謝謝各位。

註：1955年至2002年的資料由張潤生整理；2003年至2012年的資料由任雪英小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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