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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度 家教會通告  第 009 號 
有關「2017-2019 年度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選舉」事宜 

各位家長： 

本校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選舉的提名階段已告完畢，獲提名的候選人有 14 位，一起競逐 8 個

席位，本會感謝家長的熱心參與，有關資料如下：（候選人的抱負請見附頁） 

1 王麗漫 女士 

2 陳潔雯 女士 

3 張明紅 女士 

4 何燕萍 女士 

5 師文靜 女士 

6 鄭仕娥 女士 

7 唐良英 女士 

8 胡革華 女士 

9 朱娟娟 女士 

10 黃冠婷 女士 

11 余桂英 女士 

12 紀曉潔 女士 

13 李秋萍 女士 

14 華慧珍 女士 

2017-2019 年度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選舉將於 2017 年 11 月 4 日(星期六)上午 11 時至 12 時(家

長與班主任會面及家長教育講座後)在禮堂舉行，敬備茶點招待。請家長積極參與，踴躍投票(每個家

庭將獲發 1 張選票)。 

                  張燕媚 
                                                                               

                                               「家長教師會」顧問  張燕媚校長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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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張校長： 

本人已收到粉嶺官立小學 2017/2018 年度家教會通告第 009 號，有關 2017-2019 年度家長教師會

常務委員會選舉」事宜，經已知悉。 

(   )班學生(              )(   )號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七年   月   日 

mailto:pta.fgps@yahoo.com.hk


 

 

粉嶺官立小學 

2017-2019 年度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選舉候選人抱負 

  

 

 

 

 

 

 

 

 

 

 

 

 

 

 

 

 

 

 

 

 

 

 

 

 

 

 

 

 

 

 

 

 

 

 

 

 

 

 

 

 

 

 

 

 

 

 

 

 

 

 

 

 

 

1. 學生姓名：李文濤                                   班別：6B 

家長姓名：王麗漫                                   職業：/ 

參選家長教師會抱負： 

本人很榮幸在過去兩年擔任家長教師會委員，扮演着學校與家長間的互動聯繫及溝通的橋

樑。我會盡我所能，為家校合作出一分綿薄之力，希望我們的子女天天開開心心去上學，健康

快樂成長。 

 

  王麗漫 

 

 

                                 

2. 學生姓名：曾建新                                   班別：6G 

家長姓名：陳潔雯                                 職業：/ 

參選家長教師會抱負：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我兒子已是六年級的大哥哥，我很高興加入家長教師會，其中我可

以更了解學校的大小活動，同時亦可以參與試飯和選校服質料，這樣令我更放心，我希望有更

多的家長參與家教會，謝謝！ 
  

陳潔雯 

                                

 

 

 

3. 學生姓名：鄭瀚哲                                班別：3B 

家長姓名：張明紅                                  職業：家庭主婦 

參選家長教師會抱負： 

       學生在學校，完全靠學校的幫助，靠老師的指導，靠班主任的呵護，學生在學校有甚麼缺

點和毛病，老師要嚴格管理，及時和家長取得聯繫。家長會大力支持學校的工作。學生在家時特別

愛看遊戲，不喜歡運動，挑食，對學習不關心，作業應付了事，新課下來，很不喜歡複習。 

我參加這次選舉是想多多學習下，在家裡能幫助孩子，教育好自己的孩子。我也是一個家 

庭主婦，在家還要多帶一個小孩，沒有機會去別的地方學習。就借此機會了。 

       希望教師的呵護下，家長陪同下，孩子的學習能力趕上去，愛上學習。 

 

                                                                              張明紅 

                                                                            

 4. 學生姓名：伍卓謙                               班別：3B 

家長姓名：何燕萍                                   職業：家庭主婦 

參選家長教師會抱負： 

各位好，我是 3B 班伍焯謙的媽媽何燕萍女士，很高興可以成為今屆家長委員的候選人，

如我能夠當選的話，我必定會做好學校跟學生的溝通橋樑，達至家校和諧，多聆聽同學們及家長們

的意見，多幫助在學習上有需要的同學，希望能夠解決各方的訴求，及得到各位的支持，本人定當

盡我所能，堅守使命。 

 

                                                                              何燕萍 

                                                                             



 

 

 

 

 

 

 

 

 

 

6. 學生姓名：唐廣濤                               班別：3D 

家長姓名：鄭仕娥                                   職業：家庭主婦 

參選家長教師會抱負： 

首先感謝大家對我的信任，以及兩年以來對我工作的支持，我願繼續發揮橋樑和紐帶作用。

做好家校溝通工作，在家校委員這個平台盡自己的微薄之力與大家共同努力前行，為孩子們創造更

加燦爛的明天，謝謝大家！ 

 

                                                                              鄭仕娥 

                                                                          

 

 

 

8. 學生姓名：吳相怡                                班別：1A 

家長姓名：胡革華                                    職業：職員 

參選家長教師會抱負： 

學生的教育，離不開學校和家長的共同努力，我參選家教會，希望做到家校溝通的橋樑，

積極配合學校的一切活動，做到家校合一，做家長的榜樣。 

 

                                                                               胡革華 

7. 學生姓名：成惟                               班別：2C 

家長姓名：唐良英                                   職業：企業副總 

學校和家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教育出好孩子，取得最佳的教育教學效果，此次能給予

參選家長委員機會，我感到萬分榮幸。 

本人工作是企業的管理者。我願意為學校的發展獻計獻策。積極參加學校的公益事業奉獻

愛心。積極參與學校的管理，讓家長了解學校的發展規劃、工作計劃與實施情況。收集家長合

理的建議，反映廣大家長的要求，讓學校及時了解家長的心聲。願我們的孩子學習開心、學習

進步、健康成長。 

 

                                                                               唐良英 

                                                                             

 

 

5. 學生姓名：崔語珊                               班別：3C 

家長姓名：師文靜                                   職業：保險 

參選家長教師會抱負： 

轉眼間，兩年的家教會工作即將結束，即將迎來新一屆的換屆選舉。這兩年來，我親身參

與了許多家教會的工作和活動，也收獲滿滿。 

粉嶺官立小學在張校長的帶領下，真正做到了「家校合作共贏」，學校一向著重家長教育，

建立家長成為教養的伙伴，讓家長更了解孩子在學校的學習表現及學校本年度的發展動向，培育孩

子全面的發展。 

我們家教會作為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溝通互動橋樑，為學校的各項工作及活動提出了寶貴中

肯的意見和建議，校方也在聽取了各項家委委員的提議後，改進了很多之前不足的事項，例如：更

換了校服供應商、午餐供應商、增加了自動售賣機、豐富了周六興趣班，新增校園八達通管理系統

和港鐵校園手機應用程式。所有學校的更新變化，讓我們每一位家長都感到可喜可賀，更加放心我

們的孩子在粉小的學習生活。 

希望今日能有幸再次當選家教會委員，為學校今後的各項工作和活動貢獻自己的一份力

量！ 

 

                                                                              師文靜 

                                                                             



 

 9. 學生姓名：俞哲凱                                  班別：1B 

家長姓名：朱娟娟                                     職業：/ 

參選家長教師會抱負： 

感謝校方給我這個機會。對於家教會競選這事，我一直在矛盾和猶豫，要不要擔任家教會

的職務。因為我不懂講粵語，擔心溝通上會有問題。我猶豫時，連副校親切的告訴我：不懂粵

語沒有關係，慢慢聽，你可以的。簡單的幾個字，鼓勵我要珍惜這次機會。 

首先家校都希望孩子健康快樂地成長。孩子的良好教育環境，需要家庭、學校、社會的通

力合作，共同努力。所以學校教育需要我們家長積極參與和大力支持。我將會留出更多時間和

精力多了解孩子，多走進孩子的內心世界，多用實際行動給孩子做榜樣。而學校的家委會就是

為家庭和校園之間建立起溝通的橋樑和紐帶，那麼家教會可幫助家長對今後學校管理和老師教

育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議，將家長心聲傳達給學校，讓家長更全方位了解學校改革舉措，更透明

的了解孩子學習生活狀況等方面，能起舉足輕重的作用。 

這是一件於他人和自己都很有益的事情，若能盡我一份綿薄之力，非常榮幸。家教會說到

底就是為家長提供服務和支持。我將全力以赴。 

 

                                                                               朱娟娟                                                              

10. 學生姓名：陳奕君                                  班別：1C 

家長姓名：黃冠婷                                     職業：/ 

參選家長教師會抱負： 

大家好！我是 1C 班陳奕君的媽媽，現在我申請加入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家長委員。 

讓每一個孩子都做最優秀的自己是我的目標。第一、我愛孩子，我愛自己的孩子也愛所有

其它孩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只有心中有大愛的人才會擔任這項工作。第二、我有最好

的態度。“態度決定一切”。只有最好的態度才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情。第三、

我有最強的責任感，我一定會盡心盡責，不辜負大家對我的信任。 

希望參與學校的工作及活動中，積極出謀劃策，利用自身的資源為孩子們創造參與社會活

動的機會，從而達到開闊眼界，增長知識的目的。 
 

                                                                           黃冠婷 

11. 學生姓名：傅凱琪                                  班別：1C 

家長姓名：余桂英                                     職業：/ 

參選家長教師會抱負： 

我認為教育從來都不是一件任何一方可以獨立完成的事。家長或者學校誰都無法獨立的完

成對孩子的教育。所以家長教師會的存在是能夠更好的促進家長與學校的溝通，更有利於對孩

子的教育，我希望能通過加入家長教師會，讓家長與學校的聯繫更緊密，讓孩子的各個方面都

能得到健康的發展，激發小朋友們的潛能。 

     余桂英 
                                                                 
12. 學生姓名：吳苑鈺                                                      班別：1C 

家長姓名：紀曉潔                                     職業：主婦 

參選家長教師會抱負： 

眾所周知，學校教育和家庭相輔相成，密不可分，家長教師會的成立，搭建起學校和家庭

溝通的橋樑。 

作為粉嶺官立小學的學生家長，我熱切地希望貴校辦學成果卓著，學生在校過得愉快、充

實、有意義。我願盡己所能為學校，為家長們出一份力量，並做好家校之間的橋樑，希望得到

大家的指教。 

“沒有愛就沒有教育”，只有用愛心感染孩子，用愛心去關懷孩子，才是教育之根本所在。 

 

                                                                          吳苑鈺        

                                                           



 

 13. 學生姓名：張峰源                                  班別：1D 

家長姓名：李秋萍                                     職業：/ 

參選家長教師會抱負： 

我參選家教會，最初的本意是想為兒子立個好榜樣，我明白孩子的成長離不開家長的教育

和引導，所以作為家長，我首先要做好自己，以身作則。 

我認為家長應積極配合學校的工作和教育，學校應適時與家長溝通和了解，做到家校教育

的一致性。 

我希望能盡自己一份力，為家教會服務，為我們共同的目標—“孩子更好的成長和發展”

作貢獻，讓我們家長和學校一起努力，一起進步，可謂“志同道合，萬眾齊心，精誠所至，金

石為開”。謝謝！ 

                                                                              李秋萍 

14. 學生姓名：楊華若熙                                  班別：1E 

家長姓名：華慧珍                                     職業：會計 

參選家長教師會抱負： 

首先，很多謝學校給我這個機會參與家教會選舉。 

孩子的受教育過程，離不開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三個方面，但家庭教育在其一

生的成長過程始終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家長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同時孩子在某些方面也是

我們的老師，讓我們與孩子一起共同成長。 

家教會在學校管理中起著重要作用，加入家教會不僅能很好的鍛鍊自己，更好地體現自己

的個人價值，也能進一步提高和完善自我素質。在其位，謀其政，我有信心承擔工作任務，為

我們的家教會工作貢獻一份力量，希望大家予我肯定。 

                                                                               華慧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