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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669 2024  傳真：2677 6202 

電郵：fgpsa@edb.gov.hk  網址：http://www.fgps.edu.h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5 / 2016 年度 甲類通告  第 026 號 

有關「家長日」、「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及「推薦 2015-2017年度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事宜 
 

各位家長： 

(一) 「家長日」及「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本校謹定於 10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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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促進家校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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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發揮家校合作精神！ 
 

 

請就當天安排參考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9:00 - 10:00 會見班主任 課室 

10:00 -10:20 校長致辭 禮堂 

10:20 - 11:20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常務委員會」選舉 

  會務及財務報告 

  進行 2015-2017 年度「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推薦程序 

  點票及茶點 

  家長教師會新任委員就職禮 

禮堂 

11:20 - 12:00 第一次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會議# 大會議室 
 

#各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須出席周年大會後舉行第一次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會議。 
 

 
 

(二) 推薦「2015-2017年度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 

本校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選舉的提名階段已告完畢，現得悉合符提名資格的候選人有一位(空缺席位同

是一位)，資料如下：（其參選抱負請見背頁附件一） 

1 蔡秋琴女士 

 根據本校學校管理委員會的會章--「倘若候選人的提名數目與空缺席位相同，候選人便自動獲得本會推薦為    

 學校管理委員會的家長成員代表。」基於這原則，家長教師會會於當天將進行直接推薦程序，予教育局確認  

 後，便會正式委任蔡女士，而她的任期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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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5 年度會務報告及財政報告供家長參考(附件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張燕媚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    條 

張校長： 

本人已收到粉嶺官立小學 2015/2016 年度甲類通告第 026 號，有關「家長日」、「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及「推

薦 2015-2017年度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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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    ） 

 
 

二零一五年十月    日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ilto:fgpsa@edb.gov.hk


 

粉嶺官立小學 

2015-2017 年度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選舉候選人抱負 

 

1. 學生姓名：__李正陽                        班別：___6A     

家長姓名：__蔡秋琴_                        職業：_家庭主婦     

 

參選抱負： 

本人希望擔任家校合作的促進者，讓家長了解學校的情況，讓學校了解家長的需要及支援。

透過家校合作，希望我們的粉小培育出更多資優的學生，讓我們的學生能夠考入自己心儀

的中學，我更加希望通過家校合作，能夠發掘出我們的孩子和興趣所在，讓我們的孩子享

受學習。學習是愉快的，也是終生的。 

                 

                               5-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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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粉嶺官立小學  附件二 

2014-2015 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務報告 

(截至 3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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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0/2014 「小一適應」家長工作坊 學生輔導人員 40 

16/10/2014 小一英文閱讀及寫作工作坊 本校英文科科主任 41 

06/11/2014 快樂管教家長講座 香港青年協會 120 

20/11/2014 提昇孩子認讀能力講座 教育局校本教育心理學家 98 

04/12/2014 小一考試備戰工作坊 本校科任老師 53 

18/12/2014 如何教導子女正確說出廣東話 校本言語治療師 44 

15/01/2015 解開創造力之謎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72 

29/01/2015 增強專注力有妙法 
保良局劉陳小寶家庭及 

兒童綜合服務中心 
59 

12/03/2015 「EAT to FIT 飲食動向」 

家長工作坊 

基督教聯合那打素 

社康服務 
47 

26/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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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16/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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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4/2015 「成為孩子的情緒導師」 

家長講座 
小領袖潛能發展中心 68 

07/05/2015 「皮膚與健康」家長講座 青蔥綠葉行動基金 35 

21/5/2015 
「如何提升學童學習視覺及處理

常見的眼睛問題」家長講座 
理大護眼 42 

28/05/2015 親職教育家長講座 香港遊樂場協會 54 

親子活動 

星期六 

上午 

15/11/2014 親子賣旗籌款 公益金 82 

24/01/2015 親子新年吊飾班 學生輔導人員 46 

07/02/2015 香港遊樂場協會親子賣旗籌款 香港遊樂場協會 95 

18/04/2015 親子甜品班 校本 40 

16/05/2015 親子跳舞班 國際(香港)舞蹈學會 42 

27/06/2015 親子賣旗籌款 3 聖雅各福群會 86 

 

乙：家長教師會「大型活動」 

日期 活動項目 出席人次 

18/10/2014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 410 

13/11/2014 運動會親子競技 116 

13/11/2014 運動會親子義工服務 71 

13/12/2014 親親孩子聖誕聯歡遊戲日 600 

28/03/2015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旅行 600 



 

 
 

 

粉嶺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 

2014-2015 年度 - 財務報告 

(截止 31.8.2015) 

項目 收入 支出 結餘 

 承接(8.2014) 37,422.40 

1 2014-15 年度敬師日支出  921.00 36,501.40 

2 2014-15 年度家教會會費 14,040.00  50,541.40 

3 2014-15 年度家教會選舉茶點費  2,459.30 48,082.10 

4 教育局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活動津貼 14,989.00  63,071.10 

5 昌記食品公司(聖誕聯歡食品)  2,907.50 60,163.60 

6 聖誕親子聯歡(手挽袋)  90.00 60,073.60 

7 聖誕聯歡禮物  3,000.40 57,073.20 

8 書劵(上學期)  2,320.00 54,753.20 

9 聯誠保險  390.00 54,363.20 

10 銀行轉名手續費  100.00 54,263.20 

11 周年大旅行報名費 61,620.00  115,883.20 

12 悠閒假期-周年大旅行支出  61,920.00 53,963.20 

13 凱聲琴行-購買中樂(鼓)  7,110.00 46,853.20 

14 周年大旅行-抽獎禮物  5,059.60 41,793.60 

15 親子甜品班支出  597.80 41,195.80 

16 書劵(下學期)  2,320.00 38,875.80 

17 畢業典禮(鮮花)  400.00 38,475.80 

 總支出及收入： 128,071.40 89,595.60 38,475.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