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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告編號：PTA 2018-2019(2)】

「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暨
周年會員大會暨「迎新美食晚會」
迎新美食晚會」
敬啟者：
本會謹訂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二日 (星期五) 晚上舉行「2018 至 2019 年度周
年會員大會」，通過上年度之會員大會會議紀錄、全年會務報告及財政報告，當晚並將
進行 「2018 至 2020 年度家長敎師會」執行委員會家長委員選舉及「2019 至 2021 年度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以選出下一屆家長敎師會執行委員會家長委員、家長校董
及替代家長校董。之後將進行「迎新美食晚會」，讓新舊家長及老師在輕鬆愉快的環境
下增加互相的認識，敬希各會員撥冗出席，(
(※已報名出席的家長，
已報名出席的家長，請 貴子弟到校務處
貴子弟到校務處
領取美食晚會
領取美食晚會入場劵
美食晚會入場劵)
入場劵)，茲列活動詳情如下：
日 期：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二日（星期五）
時 間： 晚上七時至九時半(六時四十五分開始茶點接待，屆時全體老師將會出席，歡迎
各家長到場與老師傾談及交流)
地 點： 學校禮堂
大會程序： 1. 家長教師會代表致歡迎詞
2. 通過 2017 至 2018 年度會員大會會議紀錄、會務報告及財務報告
3. 2018 至 2020 年度「家長敎師會」家長委員選舉
4. 2019 至 2021 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
5. 戴明基校長致謝辭
6. 致送委任狀及感謝狀
7. 「迎新美食晚會」活動 ---包括美食、遊戲及抽獎等(支持環保，歡迎
各參加者自行攜帶餐具及食物盒)
隨函謹附上 2017 至 2018 年度會員大會會議紀錄、全年會務報告、財政報告、家長
委員及家長校董侯選人名單，以供各位會員參閱。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陳蔚芝老師
或謝活之老師(2458 0766)查詢。
此致
各會員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家長教師會謹啟

二零一八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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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請 貴家長查閱後於 10 月 16 日(星期二)或之前在內聯網簽署回條，以茲確認。]

2017
2017–2018
2018 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員周年
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員周年大會會議紀錄
員周年大會會議紀錄
日期：
時間：

29/9/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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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戶，老師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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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7 年度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動議： 黃太
和議： 吳生
議決： 一致通過
(ii) 2016–2017 年度家長教師會工作報告
動議： 周太
和議： 陳生
議決： 一致通過
(iii) 2016–2017 年度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
動議： 黃生
和議： 陳太
議決： 一致通過
3.

戴明基校長致謝辭

4.

迎新美食晚會

5.

大會於晚上九時正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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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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至 2018 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務報告
1)

會員人數：
會員人數：本年度共有家長會員七百二十一戶，老師會員五十六位。

2) 迎新活動暨周年會員大會
迎新活動暨周年會員大會：本會於二零一七年九二十九日(星期五) 舉行了
「迎新美食晚會」暨「2017-2018 年度周年會員大會」
，得到會員們積極支持，
活動圓滿結束。當天晚上共有超過一百九十多位家長、同學及老師出席當晚
的聚會。師生同樂，美食之餘，亦有精彩表演、遊戲及抽獎，大家都盡興而
歸。
3) 校服轉贈計劃
校服轉贈計劃：為提倡環保，並減輕家長購買新校服的負擔，本會於二零一
七年十月十二日，舉行了校服轉贈計劃。此項活動會全年不斷回收舊校服，
稍後於合適時間再安排轉贈予有需要的同學。
4) 家長進修班：香港家庭福利會駐校社工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為會員
家長進修班
舉辦了家長進修班(初班)，並於二零一八年五月為會員舉辦了「性格透視家長工作坊」
，共有三十多位家長參加了以上的家長進修活動，大家都獲益良
多。
5) 中一家長座談會
中一家長座談會:本校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早上舉行了「中一家長座談
會」
。老師們與父母交流經驗，分享與子女的溝通技巧，家長亦可與班主任及
班導師討論同學在新環境下的適應及學習情況，大家獲益良多。
6) 中六同學家長晚會:
中六同學家長晚會 本校升學輔導組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安排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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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升學作出更好的準
備。
7) 參觀班際演藝比賽：本校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廿二日假座屯門大會堂舉行的
參觀班際演藝比賽
「2017 並佳學藝相扶持班際演藝比賽」
，得到家長們的熱烈支持，當日共有超
過二百位家長及校友到場參觀，場面熱鬧。
8) 親子戶外一天遊
親子戶外一天遊:
: 本會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星期日)舉辦了一次親子
一天遊。活動包括參觀參觀錦田鄉村俱樂部及鄰近士多啤梨園、錦興粉麵文
化博覽館，並於荃灣悅來酒店享用自助餐，共有超過四十人報名參加。校長
及家長會亦為大家準備了大抽獎，家長、同學、校長及老師們歡度了難忘的
一天，大家都盡慶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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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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發了
一些水仙頭，作義賣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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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的家長日義賣已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日舉。今年活
10) 家長日義賣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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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廣受歡迎！在本校家長、校長、老師及同學
的慷慨捐贈下，本年度再次籌得破紀錄的款項 $32,915。
11)
中三升學選科講座：
： 本會與校方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九日晚上聯合舉了一次
11) 中三升學選科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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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共有二百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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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書買賣活動
舊書買賣活動：
：本會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二日舉辦一次舊書買賣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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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本的費用。
13) 暑期英數研習班
暑期英數研習班：
：本會於二零一八年七月至八月期間繼續為中一升中二及
中二升中三的同學舉辦了暑期數理及英文研習班，今年共有三十多位同學
參加，參加的同學們都度過了一個很有意義的暑假。
14) 資助學生活動
資助學生活動：
：本會於本年度共資助七千八百元給本校學生組織進行課外
活動，其中包括了中文科、美術學會、社會服務團、地理學會、科學及天
文學會、美術科及歷史學會。
15) 學生學習用品資助計劃:
學生學習用品資助計劃: 本會於本年度撥款二百元，幫助本校有需要的同
學。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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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2018-2020 年度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候選人名單
編
號

1

2

3

4

5

候選
家長
姓名

鍾佩琼

張玉梅

王家文

劉偉奇

子女
就讀
班級

1A

1A

1B

2B

梁國器 2B & 5C

職業

Freelance
cooking
teacher

主婦

參選抱負

家長事務或
社區服務經驗

希望能協助學校之課餘後活動之
推動，藉此能達到家長、學校及學 曾 自 設 公 司 (Trading) 有 豐 富
之行政及統籌管理經驗。
生和諧之關係。

積極參與學校管理，多了解學生的
校園生活。為共建美好校園出一分 經常參與義工服務
力。
家長教師會﹕順德聯誼總會屯
門梁李秀娛幼稚園（主席、秘
書）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主席、秘書）

公司
董事

希望能秉承本會信念，加強家校溝
通，促進親子關係，支援學校，促
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退休

參與學校義工和委員團隊共七
年，在小一入學初期協助小一
本人曾任小學家長校董，現任小學
各班整理及派發簿冊，擔任支
家長教師會委員(主席)，期間深深
援午膳工作義工，對食品監察
感受到家校合作精神及重要性。秉
和評核，出席學校主辦及協辦
乘過往經驗再接再勵，努力參與，
的家長義工課程，亦有參加公
積極發揮家校共融，攜手合力為學
益金售旗及老人中心送暖等活
生創造理想的校園，在愉悅環境下
動。
成長，更有美好的明天。
與同學接觸有擔任故事叔叔及
閱讀大使等工作。

工程
管理

本人乃梁銶琚中學畢業之舊生，藉
着是次參選，希望強化學校與家長
之間的溝通和聯繫，促進學生的全
人發展。另外亦希望參與制訂和監
察學校的教育和管理政策，使學校
的辦學使命得以實踐。

法團校董會﹕順德聯誼總會何
日東小學及東華三院辛亥年總
理中學
赤腳仁心副主席
(本港慈善團體）

本人於 2017-2019 年度擔任順
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家長校
董一職。另亦於 2014-2018 年
度，擔任家教會秘書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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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戚偉雄

2D

註冊
社工

7

郭秀麗

3C

文員

本人能夠成為家長與學校之間良
好的溝通橋樑，透過家校合作，讓
眾子弟在偷快環境學習及成長。

本人從事多年家長 工作，深深
了解家校合 作，對於 孩子們
的成長和學習尤其重要。

成為家校之間的橋樑

小學／中學家教會委員

備註 : 1. 每兩年一任的家長委員將於周年會員大會中選出；
2. 得票最高之七位候選委員將當選成為第七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
會成員；
3. 其餘的候選委員將依得票數目順序成為候補委員。
4. 按本校家長教師會會章，如普通會員之候選委員人數相等於委員會之
普通會員席位數目(七位)，則候選委員將獲自動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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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2019 至 2021 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候選人名單
編
號

1

候選
家長
姓名

王家文

子女
就讀
班級

1B 王健蘅

職業

公司
董事

參選抱負

希望能秉承本會信念，加強家校溝通，
促進親子關係，支援學校，促進學生的
全人發展。

家長事務或
社區服務經驗
家長教師會﹕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
梁李秀娛幼稚園（主
席、秘書）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
小學（主席、秘書）
法團校董會﹕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
小學及東華三院辛亥
年總理中學
赤腳仁心副主席
（本港慈善團體）

2

梁國器

2B 梁承顯
5C 梁桓嘉

工程
管理

本人乃梁銶琚中學畢業之舊生，藉着是次
參選，希望強化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溝通和
聯繫，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另外亦希望
參與制訂和監察學校的教育和管理政策，
使學校的辦學使命得以實踐。

3

郭秀麗

3C 周芷璐

文員

成為家校之間的橋樑

本人於 2014-2018
年度，擔任梁銶琚
中學家教會秘書
一職。
另亦擔任 2017-2019
年度家長校董一職。
小學／中學家教會
委員

備註:
備註
1. 家長校董將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二日（星期五）晚上舉行之周年會員大會選舉
中由出席之會員（包括家長及老師）及選舉代理人選出；
2. 得票最高之一位候選校董將當選成為「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
3. 得票第二高之一位候選校董將成為「法團校董會」替代家長校董。
家長校董註冊
(i) 家長教師會將會向法團校董會提名獲選的兩位家長，出任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法團校董會的家長校
董及替代家長校董。
(ii) 法團校董會並須向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申請，把獲選的家長註冊為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法團校董會的
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
家長校董出缺
(i) 若家長校董在未完成任期的情況下因任何理由而離任，出現空缺，可由替代家長校董填補有關的空缺。
(ii) 若替代家長校董在未完成任期的情況下因任何理由而離任，出現空缺，則順序由當屆其餘得票最高的
候選人出任。
(iii) 若候選家長校董人數不足時，則須由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委任家長為家長校董或替代家長校董，完
成剩下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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