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家長教師會
SHUN TAK FRATERNAL ASSOCIATION LEUNG KAU KUI COLLEGE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家長教師會網頁：http://www.lkkc.edu.hk/pta/

家長教師會電郵：pta@lkkc.edu.hk
【通告編號：PTA 2017-2018(2)】

敬啟者：
本會最新活動預告如下：
(一)「迎新美食晚會」暨「二零一七年周年會員大會」
本會謹訂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廿九日(星期五)晚上舉行「迎新美食晚會」暨「二零一七年周年
會員大會」
。當晚將會邀請校長及全體老師出席，並備有美食、表演及遊戲與大家聯歡，敬希各會
員撥冗出席。於上次通告(通告編號：PTA 2017-2018(1)) 後已報名出席的家長請留意，入場劵會於 27/9
- 28/9 期間派發。隨函謹附上待通過之 2016 至 2017 年度會員大會會議紀錄、全年會務報告及財
政報告(附件 1-3)，以供各位會員參閱。若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陳蔚芝老師（2458 3464）或
謝活之老師(2458 0863) 聯絡。
(二)校服轉贈計劃
為提倡環保，減少廢物，並減輕家長購買校服的負擔，本會將繼續推行「校服轉贈計劃」活
動。家教會將定期派發已收集的校服予有需要的同學，請各會員積極支持這有意義的活動。將要
舉行校服轉贈活動詳情如下：
轉贈日期及時間
: 12/10(星期四）
2：00 p.m.– 5：00 p.m.
轉贈地點
: 本校地下 015 室(籃球場側)
歡迎家長或同學到場免費索取合穿的校服，派完即止。若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梅志杰老師
(2458 3464)查詢。
此致
各 會 員
梁銶琚中學家長教師會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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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已閱讀家長教師會之通告【通告編號：PTA2017 - 2018(2)】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班別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備註：請

貴家長查閱後於十月三日(星期二)前在內聯網簽署回條，以茲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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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6
2016–2017
2017 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日期：
時間：

4/11/2016（星期五）
7:00 p.m–9:00 p.m.

地點：
主席：

本校禮堂
謝刻克女士

記錄：
梁國器先生
出席人數： 家長 35 戶，老師 55 人
會議紀錄：
1.

家長教師會主席謝刻克女士致歡迎詞。

2.

通過

(i)

2015–2016 年度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動議： 周太
和議： 陳太
議決： 一致通過
(ii) 2015–2016 年度家長教師會工作報告
動議： 何生
和議： 黃太
議決： 一致通過
(iii) 2015–2016 年度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
動議： 温生
和議： 吳生
議決： 一致通過

3.

4.

2016-2018 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家長委員選舉
(i) 由謝活之老師介紹選舉方法
(ii) 候選家長委員自我介紹
(iii)
編號
候選人
編號
1
5
郭秀麗
2
6
梁國器
3
7
周佩珍
4
關漢華
(iv) 投票結果： 自動當選。
2017-2019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
(i) 由謝活之老師介紹選舉方法
(ii) 候選家長校董自我介紹
(iii) 投票結果：

候選人
梁國器
謝刻克

得票
38
52

候選人
劉俊雄
謝刻克
王詠珊

謝刻克女士當選為 2017 至 2019 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
梁國器先生當選為 2017 至 2019 年度法團校董會替代家長校董。
5.

戴明基校長致送委任狀予 2016–2018 年度新任家長委員。

6.

戴明基校長致謝辭

7.

迎新美食晚會

8.

大會於晚上九時正完結。

附件 2: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家長教師會
Shun Tak Fraternal Association Leung Kau Kui College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2016 至 2017 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務報告
1)

會員人數：本年度共有家長會員七百四十八戶，老師會員五十七位。
會員人數

2) 迎新活動
迎新活動：
：本會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四(星期五) 舉行了「迎新美食晚會」，共
有超過一百八十多位家長、同學及老師出席當晚的聚會。師生同樂，美食之餘，
亦有精彩的遊戲及大抽獎，大家都盡興而歸。
3) 二零一六年周年大會暨執行委員會選舉及家長校董選舉
二零一六年周年大會暨執行委員會選舉及家長校董選舉:
:
同日晚上舉行的「家長敎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暨「家長敎師會執行委員會選舉」
及「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得到會員們積極支持，活動圓滿結束。家長
敎師會主席為謝刻克女士，委員包括王詠珊女士、梁國器先生、郭秀麗女士、
劉俊雄先生、周佩珍女士及關漢華先生。當晚並進行了 2017 至 2019 年度「法團
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謝刻克女士當選為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梁國器先生當選為
替代家長校董。

4) 家長進修班
家長進修班：
：香港家庭福利會駐校社工於二零一六年十月至十一月為會員舉辦
了家長進修班(初班) ，並於二零一七年五月為會員舉辦了「專題研討工作坊」
，
共有四十多位家長參加了以上的家長進修活動，大家都獲益良多。
5) 「 校服轉贈」
校服轉贈 」 計劃：
計劃 ： 為提倡環保，並減輕家長購買新校服的負擔，本會於
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七日及十八日，舉行了校服轉贈計劃。此項活動會全年不斷
回收舊校服，於合適時間再安排轉贈予有需要的同學。
6) 中一家長座談會
中一家長座談會:本校於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二十日 早上舉行了「中一家長座談
會」
，與父母交流經驗，分享與子女的溝通技巧，家長們與班主任及班導師討論
同學的學習情況、分享心得。
7) 中六同學家長晚會
中六同學家長晚會:
: 本校升學輔導組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安排了一次
「中六同學家長晚會」
，中六家長及同學藉晚會與升學輔導老師及班主任交流，
瞭解子女於中六階段的學習情況及多元升學途徑。
8) 參觀班際演藝比賽：本校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廿一日假座屯門大會堂舉行的
參觀班際演藝比賽
「2016 並佳學藝相扶持班際演藝比賽」
，得到家長們的熱烈支持，當日共有二百
多位家長及校友到場參觀，場面熱鬧。

9)

花卉及義賣活動:
花卉及義賣活動: 本會於農曆新年前舉辦了一次花卉義賣籌款活動，所籌得之
款項扣除成本後，已全數捐予校方作改善教學設施之用途。承蒙一些熱心的家
長義工協助，活動圓滿結束，大家共襄善舉之餘，亦為節日增添氣氛！

10) 家長日義賣籌款
家長日義賣籌款：
：本學年的家長日義賣已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九日舉。今年活
動中，老師及家長們都努力籌集了各式各類的義賣物品，其中包括了一些玩具
、家中擺設、圖書、水晶首飾、自耕蔬菜、實用物品等，亦有委員及義工努力
製作了一些美食小吃。在本校家長、校長、老師及同學的慷慨捐贈下，加上之
前的新春花卉義賣，本年度再次籌得破紀錄的款項 $24888。
11) 中三升學選科講座
中三升學選科講座：
：本會與校方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晚上聯合舉了一
次「中三升中四選科座談會」，由負責老師向同學及家長講解新高中課程架
構、選科原則與策略及選科與編班程序的行政安排等。會後的答問時間，亦
解答了不少家長們心中的疑問。當晚共有二百四十多位同學及家長出席，更
有二十多位中二的家長參與這次的選科座談會，場面熱鬧。
12) 親子戶外一天遊
親子戶外一天遊:
: 本會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舉辦了一次親子一天遊。活動包
括參觀馬灣古蹟歷史徑、饒宗頤文化館，並於尖沙咀君怡酒店享用自助餐。共
有超過五十人報名參加。校長及本會亦為大家準備了大抽獎，家長、同學、校
長及老師們一起歡度了難忘的一天，大家都盡慶而歸。
13) 舊書買賣活動
舊書買賣活動：
：本會於二零一七年七月舉辦舊書買賣活動，安排了中二級或以
上級別的同學於禮堂自行進行舊書買賣交易，買賣數額超過一萬元。同學們亦
因此省下不少購買書本的費用。
14) 暑期英數研習班
暑期英數研習班：
：本會於二零一七年七月至八月期間為中一升中二及中二升中
三的同學舉辦了暑期數理及英文研習班，今年共有六十多位同學參加，參加的
同學們都度過了一個很有意義的暑假。
15) 資助學生活動
資助學生活動：
：本會於本年度共資助了六千元給本校學生組織進行課外活動，
其中包括了社會服務團、科學及天文學會、美術學會、歷史學會及升學及就業
輔導組。

<<完>>

附件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