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家長校董選舉、親子興趣體驗班及家長義工通訊群組 

2019-2021 年度 

第十八屆(第二年度) 

家長教師會委員會 

 

家長教師會主席： 

張文婉女士 

 

第一副主席兼宣傳： 

梁嘉兒女士 

 

第二副主席： 

黃映紅老師 

 

第三副主席兼總務： 

黎芊汎女士 

李婉婷老師 

 

第四副主席兼康樂： 

楊雅鈞女士 

郭偉邦老師 

 

秘書：梁麗麗女士 

李婉婷老師 

 

司庫：吳卓盈女士 

王建英副校長 

         

顧問：陳月平校長 

      關愛冰女士 

      李嘉映姑娘 

      

 

 
敬啟者： 

(1)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家長校董選舉及親子興趣體驗班 

本校家長教師會將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日舉行第十九屆第一次常務委員

會暨家長校董選舉及親子興趣體驗班。隨函附上常務委員會及家長校董候選人

資料簡介，懇請參閱。由於  閣下乃本會的一分子，希望你能準時出席，履行

會員權利，投票選出新一屆委員。 

 

同時為方便  閣下了解  貴子弟在校學習的情況，當天將先安排家長與班

主任面談，以了解  貴子弟在家及在校的各方面表現，再進行家長教師會會員

大會及家長校董選舉。大會完結後，會特地安排了親子興趣體驗班，歡迎  閣

下與子女一同體驗不同的興趣活動，藉此增進感情。有關詳情如下︰ 

 

日  期︰ 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日(星期六) 

時  間︰ 下午二時正至四時四十五分 

地  點︰ 本校禮堂 

程  序︰ (1) 班主任與家長面談 

 (2)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及家長校董選舉 

 (3) 親子興趣體驗班 

  (A) 蛋糕製作(16 人) 

Florence 熱愛製作西式麵包和蛋糕，曾到校教授家

長和同學製作香蕉麵包和朱古力曲奇。 

  (B) 泰式冬蔭功湯製作(10 人) 

龍 sir 是一位社工，喜愛煮食，對烹調泰菜頗有心

得。 

  (C) 伸展紓緩與體重控制 

由林嘉兒老師帶領進行伸展運動，紓緩肌肉痠痛，

並會教授控制體重的技巧。 

  (D) 園藝種植 

由家長義工分享園藝種植心得，並即時在本校園圃

體驗種植樂趣。 

   (E) 金盞花膏製作(10 人) 

Sophie 從事教育工作，擅長製作天然護膚品，而金

盞花膏對改善皮膚問題卓有成效，能紓緩敏感和濕

疹。 

  (F) 手工心意卡製作 

由范誠謙老師教導，利用 Bright Sun 贊助的蕾絲，

製作心意卡。 

  (G) 趣味積木創作(10 人) 

Boy Chan 是 Silver Dots Studio 的總監，擅長以積木

創作微縮場景，作品題材廣泛。 



 

有興趣參加的家長請於十月十八日或以前填妥回條。各興趣班名額有限，

如報名人數超出限額，將以抽籤形式處理，部分家長可能會被安排參加其他興趣

班，結果會於 eClass 公布。 

 

(2) 家長義工通訊群組 

由於本學年學生人數大增，本會希望招募更多家長義工，透過家校攜手合

作，使學校和本會的活動能順利推行，為學生帶來更精彩愉快的校園生活。本會

稍後會利用 whatsapp 通訊軟件，設立家長義工群組，發放義工活動訊息，同時

亦可讓家長能即時獲得學校的最新資訊，加強家長和學校的聯繫。參加的家長需

遵守群組使用守則，合力建構健康和諧的溝通平台。 

 

群組守則︰ 

1. 請勿將群組用作個別私人間之通訊或上載私人相片； 

2. 請勿在群組內發放或討論敏感議題，例如政治、宗教或社會爭議事

件，避免造成對立與誤會； 

3. 請勿在群組內進行借貸或刊登廣告； 

4. 為保障使用者權益和私隱，群組內所有成員的電話號碼和訊息，

未經同意，不得轉載、私用或洩露予第三者； 

5. 發言時請保持禮貌，互相尊重。 

 

若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461 1555 與黃映紅老師聯絡。 

 

     此致 
家長教師會會員 

 裘錦秋中學（屯門）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張文婉謹啟    
二零二一年十月 

 



e-class 通告回條部份 

------------------------------------------------------------------------------------------------------------------------------- 

問題 1. 本人已知悉有關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家長校董選舉、親子興趣體驗班及家長義工通訊群組

事宜。 

○ 本人將出席會員大會，並有興趣參加親子興趣體驗班  (跳到問題 2) 

○ 本人將出席會員大會，但無意參加親子興趣體驗班  (跳到問題 5) 

○ 本人未能抽空出席會員大會和親子興趣體驗班  (跳到問題 7) 

 

問題 2.第一選項 

○ 蛋糕製作  (跳到問題 3) 

○ 泰式冬蔭功湯製作  (跳到問題 3) 

○ 伸展舒緩與體重控制  (跳到問題 3) 

○ 園藝種植  (跳到問題 3) 

○ 金盞花膏製作  (跳到問題 3) 

○ 手工心意卡製作  (跳到問題 3) 

○ 趣味積木創作  (跳到問題 3) 

 

問題 3.第二選項 

○ 蛋糕製作  (跳到問題 4) 

○ 泰式冬蔭功湯製作  (跳到問題 4) 

○ 伸展舒緩與體重控制  (跳到問題 4) 

○ 園藝種植  (跳到問題 4) 

○ 金盞花膏製作  (跳到問題 4) 

○ 手工心意卡製作  (跳到問題 4) 

○ 趣味積木創作  (跳到問題 4) 

 

問題 4.第三選項 

○ 蛋糕製作  (跳到問題 5) 

○ 泰式冬蔭功湯製作  (跳到問題 5) 

○ 伸展舒緩與體重控制  (跳到問題 5) 

○ 園藝種植  (跳到問題 5) 

○ 金盞花膏製作  (跳到問題 5) 

○ 手工心意卡製作  (跳到問題 5) 

○ 趣味積木創作  (跳到問題 5) 

 

問題 5. 參與的家長姓名和聯絡電話︰(跳到問題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 6. 參與的家長和子女人數︰(跳到問題 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 7.  

○ 本人有意加入家長義工通訊群組，並同意遵守群組守則  (跳到問題 8) 

○ 本人無意加入家長義工通訊群組 

 

問題 8. 參與的家長姓名和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裘錦秋中學（屯門） 

家長教師會第十九屆會員大會常務委員會候選人資料簡介 
 

學生班別 
及姓名 

家長姓名 職業 自我介紹 

5A 蕭𦐒陽 

6A 蕭雪澄 
張文婉 家庭主婦 

本人有兩名子女在本校就讀，曾任家教會主席和家
長校董四年，對家教會運作熟悉，未來亦希望透過
在家教會的工作，為子女提供更多姿多彩的校園生
活，也希望在教育子女路上和大家一起並肩同行。 

4B 

王梓丞 
楊雅鈞 醫療人員 

本人從事醫療工作，過去兩年很開心參加了家教
會，讓我對學校有更深入的了解，希望在接下來的
日子裡，可以繼續服務大家。 

3A 

朱家賢 
黎芊汎 家庭主婦 

本人曾任家教會委員兩年，希望能透過家教會工

作，更了解兒子在學校的情況，加強對學校的認
識，並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 

2B 

梁逸晴 
賴雪香 售貨員 

在過去一年裡，能夠和委員們參加了一些家教會的
活動和工作，令本人獲益良多，希望能在工作之餘
盡力參加家教會的活動，讓自己和學校保持良好溝
通，讓學生們在關愛的環境下健康成長。 

2B 

何嘉琪 
何文芳 家庭主婦 

本人在過去一年參加了不少家教會的活動和義工
服務，希望透過家教會的工作和學校合作，建立愉
快學習的校園，為學校和家長提供更多元化活動。 

2A 馬  喆 

1A 馬家誠 
周秀玲 家庭主婦 

本人有兩名子女在校就讀，希望透過參加家教會，
能更全面了解學校，促進家校溝通，讓子女在此有

更好的成長和發展。  

 

裘錦秋中學（屯門） 

第七屆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候選人資料簡介 
 

學生班別 
及姓名 

家長姓名 職業 自我介紹 

3A 

朱家賢 
黎芊汎 家庭主婦 

這兩年的家教會工作經驗，讓本人更熟悉學校運

作，本次參選家長校董，是希望能夠成為家長和老
師互相溝通的橋樑，協助學校發展，為各位學生和

家長服務，與學校攜手讓子女得到更好的學習環
境。 

2B 

梁逸晴 
梁永傑 司機 

本人是學校的舊生，覺得學校改變了很多。在過去一年

能和委員們參加家教會，獲益良多，故希望成為家長校

董，和學校保持良好合作關係，共同關愛子女，繼續為

學校和學生服務，讓學生們健康快樂地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