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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2018 年度 甲類通告  第 027 號 

有關「家長日」、「家長教育講座」、「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校園八達通管理系統及港鐵校園手機應用程式答問會」事宜 
 

各位家長： 

本校謹定於 11 月 4 日（星期六）舉行「家長日」、及「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目的是讓家長更了解孩

子在學校的學習表現及學校本年度發展動向，學校鼓勵家長踴躍出席會員大會，支持你的子女，履行會員的

義務和權利，發揮家校合作精神！ 

學校一向著重家長教育，建立家長成為教養的伙伴，學校邀請了知名講者鄧藹霖女士當天到校主講家長

教育講座，目的是與家長分享如何讓孩子快樂學習及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加強家校合作，培育孩子全面的

發展。 

此外，由於本年度學校開始使用「校園八達通管理系統」及「港鐵校園手機應用程式」作點名、繳費及

家長通過智能手機接收學校訊息，當天有關的負責人會到校為家長就有關事宜解答疑難。 
 

 

當天安排可參考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9:00 - 10:00 會見班主任 課室 

10:00 -10:10 校長致辭 禮堂 

10:10 -11:10 
家長教育講座「如何培育有品有愛的孩子」-鄧藹霖女士主講 

(講者資料詳見附件一/後頁) 
禮堂 

11:10 -11:50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常務委員會」選舉 

  會務及財務報告 

  點票 

  家長教師會新任委員就職禮 

禮堂 

11:50– 12:15 「校園八達通管理系統」及「港鐵校園手機應用程式」答問會 禮堂 

12:15 - 12:45 第一次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會議# 大會議室 
 

#新一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須出席周年大會後舉行的第一次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會議。 
 

 

 

備註： 

 學生當天不用回校，如需要與家長一起回校，必須穿著校服。 

 現附上家長教師會 2016-2017 年度會務報告及財政報告供家長參考(附件二)。 

 

    張燕媚      

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一日              (張燕媚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    條 

張校長： 

    本人已收到粉嶺官立小學 2017/2018 年度甲類通告第 027 號，有關有關「家長日」、「家長教育講座」、「家長 

教師會會員大會」、「校園八達通管理系統及港鐵校園手機應用程式答問會」事宜，經已知悉。 

 

本人將 *     依時出席，家長出席人數 # 1 / 2 人，同行學生 _____ 人（# 請將不適用者刪去） 

無暇出席。 

 

* 請在適當□內加  

（    ）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    ） 

 
 

二零一七年十月    日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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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鄧藹霖女士簡介 

 

 畢業於加拿大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主修心理學； 

 丈夫為吳錫輝； 

 為兩子之母，長子畢業於香港大學，亦為英國 UCL碩士；次子現於英國就讀法律系三年級； 

 早年曾任電台 DJ及節目監製，亦為培訓 DJ導師。曾主持香港電台「訴心事家庭」十三年； 

 曾出版八本親子書，為經濟日報專欄作家； 

 曾主講超過六百場親子講座。 

 

 

 

 

 

 

 

 

 

 

 

 

 

 

 

 

 

 

 

 

 

 

 

 

 

 

 

 

 

 

 

 

 

 

 

 

 

 

 

 

 

 

 

 

 



粉嶺官立小學  附件二 

2016-2017 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務報告 

(截至 30.6.2017) 

甲：家長教師會「家長教育」 

類別 日期 題目  主辦機構/主持 出席 

家長教育 

星期四 

上午 

13/10/2016 小一適應家長講座 大埔浸信會社會服務中心 57 

20/10/2016 
小一英文閱讀及寫作 

家長講座 
本校科任老師 60 

03/11/2016 如何輔導子女學習數學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 136 

10/11/2016 情緒健康家長工作坊 心晴行動慈善機金 53 

01/12/2016 小一考試備戰家長工作坊 本校科任老師 73 

15/12/2016 解讀孩子心家長講座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青少年中央服

務—長腿叔叔信箱 
96 

23/02/2017 「誠信與責任」品格教育、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青少年中央服

務—長腿叔叔信箱 
35 

09/03/2017 社交情緒訓練方法 香港康復學會 80 

23/03/2017 成長的天空家長工作坊 
圓玄學院社會服務部學生支援服

務隊 
7 

30/03/2017 
與孩子同行—家長如何在忙錄的

生活中與孩子建立親密關係 
東華三院「家•長•愛」學院 56 

06/04/2017 成長的天空家長工作坊 
圓玄學院社會服務部學生支援服

務隊 
7 

27/04/2017 健康飲食 美利飲食有限公司 26 

04/05/2017 代代傷傳家長壓力講座 明愛向晴軒 45 

18/05/2017 獎罰有法、目標必達 梁永善牧師 56 

15/06/2017 如何增強子女的語言能力 校本言語治療師 46 

親子活動 

星期六 

上午 

19/11/2016 公益金親子賣旗籌款 校本 90 

21/01/2017 親子新年吊飾班 學生輔導人員 30 

08/04/2017 親子手作班 校本 32 

06/05/2017 親子食品製作班 校本 34 

10/06/2017 親子賣旗籌款 2 聖雅各福群會 86 

家長 

興趣班 

16/11/2016 輕鬆即興繪畫班 陳耀慈先生 21 

05/04/2017 輕鬆家長跳舞班 銘恩園服務中心 15 

 

乙：家長教師會「大型活動」 

日期 活動項目 出席人次 

03/12/2016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暨校園電視台啟動禮 451 

13/12/2016 運動會親子競技 130 

13/12/2016 運動會親子義工服務 55 

17/12/2016 親親孩子聖誕聯歡遊戲日 600 

25/03/2017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旅行 480 



 

 
 

 

收入 支出 結餘

54,238.80        

1 2016-17家教會會費 14,460.00          68,698.80        

2 2016-17敬師日水果 792.00              67,906.80        

3 愛健慈善基金有限公司(教育講座及CD書籍) 5,200.00           62,706.80        

4 教育局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活動津貼 15,267.00          77,973.80        

5 聯誠保險代理有限公司(運動會) 390.00              77,583.80        

6 輕鬆即興繪畫班材料 693.00              76,890.80        

7 家長教師大會食品 2,638.30           74,252.50        

8 親親孩子聖誕聯歡遊戲日(禮物) 2,991.80           71,260.70        

9 昌記食品公司(聖誕聯歡遊戲日食品) 1,357.10           69,903.60        

10 聖誕聯歡遊戲日(禮物膠袋) 175.00              69,728.60        

11 上學期頒獎禮書劵 2,250.00           67,478.60        

12 家教會周年大旅行 收費 65,747.00          133,225.60      

13 家教會周年大旅行 抽獎禮物 2,922.10           130,303.50      

14 陽光旅遊有限公司 (家教會大旅行) 64,496.00         65,807.50        

15 中電退還按金 2,216.90            68,024.40        

16 太古退還按金 203.10               68,227.50        

17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發還按金) 1,770.00           66,457.50        

18 上水花店(畢業禮鮮花) 360.00              66,097.50        

19 下學期頒獎禮書劵 2,320.00           63,777.50        

總支出及收入： 152,132.80        88,355.30         63,777.50        

粉嶺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

2017-2018年度 - 財務報告

(截止 31.8.2017)

項目

承接  (8.2016)

輕鬆即興家長繪畫班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