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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鄒振猷學校家長教師會 

2013-2015 年度 

第七屆第二次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日  期：19-12-2015（星期日） 

時  間：下午 2:00-3:00 

地  點：本校禮堂 

主  席：何美好女士 

紀  錄：許詠琴老師 

會議紀錄： 

1. 計算出席會員人數 

1.1. 本會現有家長會員 497 個會員家庭及 43 位教師會員，共 540 個會員。根據

會章規定，需要有超過十分之一的會員出席大會，才符合大會的法定人數

要求。 

1.2. 根據現場點算人數，當天出席大會的共有 134 名會員，超過會員總人數的

十分之一，符合法定人數的要求，會議可繼續進行。 

 

2.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2.1. 胡嘉蓮副校長提議通過、梁永健主任和議及在無人反對下，一致通過上次

會議紀錄(見第 4-6 頁)。 

 

3. 匯報、通過 2014-2015 會務報告及財政報告 

3.1. 何美好主席宣讀 2014-2015 本會會務報告，詳細內容見第 7-13 頁。 

3.2. 司庫尹麗儀主任宣讀 2014-2015的財政報告，詳細內容見第 14 頁。 

3.3. 鄭永慈老師提議通過、趙敏嘉老師和議及在無人反對下，一致通過

2014-2015 會務報告及財政報告。 

 

4. 匯報、通過 2015-2016 周年工作計畫及財政預算 

4.1. 何美好主席向大會宣讀 2015-2016 度周年工作計畫，詳細內容見第 14 頁。 

4.2. 司庫尹麗儀主任於大會宣讀 2015-2016 財政預算，詳細內容見第 15 頁。 

4.3. 鄭永慈老師提議通過、梁鳳儀女士和議及在無人反對下，一致通過

2015-2016 的周年工作計畫及及財政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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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修訂會章結果 

5.1. 第一項修訂：家長校董選舉任期由一年改為兩年，現已獲教育局通過。 

5.2. 第二項修訂：補充家長校董出缺時的替補方法 

修訂內容如下：如有家長校董在任期內出缺，而其餘下任期少於半年，空

缺將會懸空，不會進行替補；如餘下任期有半年或以上，則會以替代家長

校董或以落選候選人之最高票數者填補空缺。 

但本會經諮詢教育局對意見後，教育局回覆根據教育條例第４０ＡＵ，如

中途出缺，必須以選舉產生，而不可以替代校董填補空缺。因此，本會擱

置此項修訂。 

5.3. 第三項修訂：會費 

上年度本會已通過會費每個家庭會 30 元，生效日期為 2016 年 9月。 

  

6. 「第八屆家長教師會家長常務委員選舉」結果 

6.1.  本會於在家長教師會副主席葉敏儀女士監票下點算「第八屆家長教師會家

長常務委員選舉」的選票，共收到選票 771 張，投票率達 74%。 

6.2. 家長常務委員選舉有六位候選人參選，選舉結果如下: 

候選人 得票 

張潔玉女士 282 票 

錢珮君女士  282 票 

鍾愛芬女士 201 票 

何美好女士 473 票 

楊錫豪先生 299 票 

郭詩敏女士 246 票 

6.3 獲得最高票數的首五位家長（包括張潔玉女士、錢珮君女士、何美好女士、

楊錫豪先生及郭詩敏女士），當選為第八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 

 

7. 第九屆「家長校董選舉」結果 

7.1. 第九屆家長校董選舉有兩位候選人參選，共收到選票 758 張，投票率達

76%，選舉結果如下: 

候選人 得票 

何美好女士 618 票 

梁鳳儀女士 231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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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獲最高票數的為何美好女士，當選為家長校董；獲第二高票數為梁鳳儀女

士，當選為替代家長校董。 

 

8. 頒發名譽會員感謝狀 

8.1. 本會畢業生家長許培雅女士及冷雪梅女士於兒子畢業後，仍經常回校擔任

家長導師，全心全力支援本會活動。為表本會的謝意，本會邀請長許培雅

女士及冷雪梅女士擔任本校為名譽會員。 

9. 致送感謝狀 

9.1. 本會向第七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及家長校董致送感謝狀，以示謝意。 

 

10. 頒發委任狀 

10.1. 本會頒發第八屆家長教師會新任教師委員及第八屆家長校董之委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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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程序二：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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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程序三：匯報 2014-2015年度會務報告 

 

五邑鄒振猷學校家長教師會 

2014-2015 年度會務報告 
何美好主席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本會於去年共進行了十一項工作，謹將本會工作報告如下： 
 

1.興趣班 

本會每年度均會為家長、學生開辦興趣班，這類班別一直很受歡迎。 

 

1.1 學生興趣班 

  本會上年度為學生開辦的收費興趣班計有：樂器、球類、跆拳道、游泳、奧

林匹克數學及視藝班，使學生能拓展潛能。 

 

 

 

 

 

1.2.家長興趣班 

日期 活動名稱 收費 導師 人數 備註 

30/10、13/11

及 20/11/2014 
扭扭氣球班 $250 

Amuse Joker 

導師 
16 

家教會資

助每名家

長$105 

27/11、4/12、 

11/12 及

18/12/2014 

親子有方‧ 

管教有法 
免費 

防止虐待 

兒童會 

社工黃先生 

10 人 --- 

16/1/2015 

家長專題講座

-視覺及處理

眼睛常見的問

題 

免費 

理大護眼中心

眼科視光師 
80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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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名稱 收費 導師 人數 備註 

20/1/2015 
農曆新年 

吊飾班 
免費 

畢業生家長 

郭麗琼女士 

何美好女士 

20 人 

--- 

17/3、19/3、 

5/5及 7/5/2015 
串珠班 $50 

畢業生家長 

郭麗琼女士 
16 人 

--- 

25/3、

27-28/3、

31/3、1/4 及

8/4/2015 

英語拼音班 免費 
外籍英語老師

Miss Jennifer 
18 人 

--- 

17/4、24/4、

8/5、15/5 、 

5/6 及

12/6/2015 

書畫班 $50 
畢業生家長 

(冷雪梅女士) 
14 人 

--- 

 

上年度家教會開辦了七個家長興趣班，家長反應熱烈，如扭

扭氣球班及串珠班，學員在歡樂的學習氣氛下完成他們的作

品。而農曆新年擺設及吊飾手工藝班已於 2015 年 1 月順利完

成，班中所製作的吊飾，已全數送給家教會於農曆主題活動日

售賣。除此以外，家長亦十分喜愛書畫班，他們的作品更成為

2015-2016 年度敬師日禮物，各畫作十分有水準。 

  另外，本會亦開辦家長專題講座，如「親子有方‧管

教有法」、「視覺及處理眼睛常見的問題」及英語拼音班，

家長學員覺得獲益良多，學習內容對教導子女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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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親子興趣班 

日期 活動名稱 導師 人數 

19/11、26/11、 

3/12、 

10/12/2014、 

親子髮型設計 陳淑嫻女士 9 對親子 

31/1/2015、 

23/5/2015 
親子泡芙班 

畢業生家長 

許培雅女士及 

郭麗琼女士 

24 對親子 

       

為了提供機會增進家長與子

女之間的感情，本校特別開辦親

子髮型設計及親子泡芙班。家長

及子女一同學習，場面溫馨。 

 

本會非常感謝本校畢業生家長許培雅女士、郭麗琼女士、冷雪梅女士、陳

淑嫻女士及外籍英語老師經常擔任興趣班導師，福澤家長及學生。 

 

2. 會訊 

 上年度，本會印刷了兩期會訊，讓各位家長能了解會務的發展。 

     

3.  會員大會及「家長校董選舉」 

    本會於 2014 年 12 月 7 日(日) 舉行「第七屆家長教師會第一次會員大會」。

是日除了會務報告，還公佈「家長校董選舉」結果。最後，由本校學生表演校慶

歌舞，氣氛熱鬧歡騰，家長看得笑逐顏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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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親子步行籌款活動 

本校與家長教師會合辦之「親子步行籌款活動」已於 2015 年 1 月 25 日圓滿

結束。當天本校師生及家屬 237 人浩浩蕩蕩地由大欖郊野公園出發，步行至大欖

水塘，而參加者都能順利完成全程。在是次籌款活動中，全校家長及師生共籌得

35,690 元，扣除開支 5,800 元，為學校籌得 29,890 元。對各位家長的鼎力支持，

熱心贊助，我們深表謝意。 

 

 

 

 

 

5.  農曆新年主題活動日－福星高照逛年宵 

本會為了鼓勵同學用心學習，特別在農曆新年主題活動日中贊助食物、飲品

及小禮物，供同學以上學期努力收集的星星獎印來換領。另外，本會亦設立小攤

檔(如年花、賀年掛飾、文具精品及寫揮春)，讓學生能感受節日的氣氛，他們都

能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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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親子一日遊活動 

    為了增加親子的溝通機會，培養良好的親子關係，本會於2015年4月29日舉辦

親子活動──「昂平市集、大澳水鄉一天遊」。是日參加人數共有354人。當天行程

暢順，氣氛愉快，各人都盡興而回。 

 
 

 

 

7. 家長日展銷活動 

       本會於 2014年 12月 6-7 日及 2015年 5月 4日家長日舉行義賣籌款活動，

扣除開支後為學校籌得$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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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謝師會 

為了慶祝六年級學生畢業，本會於 2015 年 7 月 10 日在校內舉行「六年級謝師

會」，學生及家長參與人數眾多，場面溫馨而熱鬧。 

 

 

 

 

 

 

 

9. 獎學金計劃 

學校每年均設立「最佳風紀獎」，以獎勵有傑出表現的風紀。本會上學年頒發

最佳風紀獎 3 名，每位學生獲贈$150 元書券。 

另外，本會亦設立「優秀品行獎」予各班學生，上學年共有 21 名學生獲獎，

每名學生獲贈$150 元書券，以作鼓勵。 

 

10. 捐贈校服 

本會在 2015 年 9 月 8 日舉辦捐贈校服活動，活動除可

支持環保外，更能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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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敬師日 

 

 

 

2015 年 9月 15 日為敬師日，是日家長代表給教職員送上由家長親手繪畫的水

墨畫，而學生則向教職員致送親手繪畫的心意卡，以表達對教職員的謝意，場面

溫馨、感人。 

 

本人謹代表家長教師會衷心多謝各位常務委員及家長義工付出不少時間及心

力協助籌辦活動。本人希望本會能繼續得到家長及同學的支持，並祝會務蒸蒸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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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四：匯報 2014-2015 年度財政報告 
五邑鄒振猷學校家長教師會 

2014 - 2015年度期間活動收支 

日期: 09-11-2014至 08-11-2015 
    

 收入 支出 結餘 

活動收支 $ 153,850.40  $ 152,120.00  $ 1,730.40 

學校墊支  $ 91,714.70 ($ 91,714.70) 

興趣班收支 $ 6,400.00  $ 5,220.00  $ 1,180.00  

雜項收支 $ 37,855.00  $ 31,858.00 $ 5,997.00 

獎學金 $  -    $ 9,996.00  ($ 9,996.00)  

  $ 198,105.40  $ 290,908.70    ($ 92,803.30 ) 

    

銀行資金流 

銀行實際結存 09-11-14(期初結存)  $  217,183.72 

扣除:期間銀行資金流(全年收入及支出) $  92,803.30 

加:月結單上未顯示的支出(親子芝士波製作班材料費) $   256.10 

銀行期末結存 31-10-15(結存)： $  124,636.52 

 
程序六：匯報及通過 2015-2016 年度周年工作計劃  

1. 通過 2015-2016 年度的工作計畫 

項目 日期 活動 

1.  13/12/2015 步行籌款活動 

2.  19/12/2015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家教會常務委員會選舉及家長校董選舉 

3.  
19/12/2015 

23/4/2016 
家長日展銷會 

4.  5/2/2016 農曆新春活動 

5.  10/4/2016 親子一日遊 

6.  8/7/2016 謝師會 

7.  6-7/2016 捐贈舊書 

8.  7-9/2016 捐贈校服 

9.  9/2016 敬師日 

10.  

全年性 

活動 

售賣校簿、校呔、美勞袋等 

11.  學生興趣班 

12.  家長興趣班 

13.  出版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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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七：匯報 2015-2016 年度財政預算 
五邑鄒振猷學校家長教師會 

2015-2016 年度  

財政預算 

   

項目  收入   支出  

會費收入   

會費(有 459個家庭會員) 

    (有 38個家庭會員獲豁免會費)  

    (有 43個教師會員獲豁免會費) 

 $      9,180.00  --- 

活動收支   

預計收入   $    155,000.00   

預計支出  ---  $  153,000.00  

   

捐款給學校  $  40,000.00 

   

興趣班收支   

預計收入 $      6,500.00  

預計支出   $  5,500.00 

   

獎學金/助學金  ---  $    4,000.00  

   

雜項收支   

預計收入     $     38,000.00   

預計支出  $   32,000.00 

   

小計：  $    208,680.00    $  234,500.00  

   

資金流   

實際銀行期末結存(15年 10 月 31日)     $   124,636.52   

預計銀行期末結存(16年 10 月 31日) $    98,816.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