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屯門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 

通告（八） 

周年大會事宜 

各位家長﹕  

 

南屯門官立中學第二十九屆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將於

明天（ 10 月 8 日）下午 6:00 假學校禮堂進行。屆時將會舉

行新一屆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選舉及家長教師會執行

委員會家長委員選舉。  

 

    隨函附上周年會員大會場刊，各位家長可以先參閱當

中的會務簡報、財政報告、候選人簡介、周年會員大會 2020

會議紀錄及家長教師會會章，誠邀各位出席周年會員大會，

選賢與能。  

 

 

如有查詢，可致電學校與李美寶老師聯絡，  

電話： 2404 5506。  

 

 

20-21/PTA/S1-6/05 

主席： 

副主席： 

 

司庫： 

 

聯絡： 

 

康樂： 

 

 

秘書： 

 

 

執行委員： 

陳佩玲女士 

馮劍東先生 

陳耀明校長 

葉惠森女士 

陳英宇老師 

錢愛顏女士 

李美寶老師 

曹柳嫻女士 

葉莉老師 

何鍵鋒老師 

馬思偉女士 

徐秀麗女士 

陳嘉愉老師 

陳子初副校長 

伍傑賢副校長 

廖潔凝署理副校長 

何達基校長行政助理 
 

南屯門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主席  

                                                         陳佩玲  

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 

 

218, Wu Shan Road   

Tuen Mun N.T.    

HONG KONG    

香港新界屯門湖山路 218 號  

電話 Tel: 2404 5506     

傳真 Fax: 2618 3151 

南 屯 門 官 立 中 學   家 長 教 師 會 

STMGSS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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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屯門官立中學 

家長教師會 
周年會員大會 
日期：二零二一年十月八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六時正（下午五時四十五分開始接待） 

地點：本校禮堂 
司儀：陳嘉愉老師 

時間 程序 負責人士 

5:45-6:00 
登記期間，江少榮老師主講環節： 
健康校園計劃——校園測檢計劃簡介 

江少榮老師 

6:00-7:00 致歡迎辭 陳耀明校長 

（
周
年
大
會
流
程
） 

通過上年度「周年大會會議」紀錄及會務報告 陳佩玲主席 

財政報告 葉惠森司庫 

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選舉 
家長教師會 

執行委員候選人 

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選舉 
學校管理委員會 
家長成員候選人 

點票期間，陳校長分享環節：如何發展中學生的均衡性格 陳耀明校長 

宣佈選舉結果 陳耀明校長 

委任家長教師會賬目核數員 陳佩玲主席 

致送感謝狀予卸任家長委員 陳耀明校長 

7:00-7:15 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合照 曾志豪老師 

7:15 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 
執行委員會 
新舊委員 

 
＊5:00-5:45 周年會員大會舉行前，班主任與家長於課室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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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屯門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 

執行委員會會員名單（2020-2021） 

 

主 席 ： 陳佩玲女士 （家長） 

   

副主席 ： 馮劍東先生 （家長） 

 陳耀明校長  

   

司 庫 ： 葉惠森女士 （家長） 

 陳英宇老師  

   

聯 絡 ： 錢愛顏女士 （家長） 

 李美寶老師  

   

秘 書 ： 馬思偉女士 （家長） 

 徐秀麗女士 （家長） 

 陳嘉愉老師  

   

   

康 樂 ： 曹柳嫻女士 （家長） 

 葉莉老師  

 何鍵鋒老師  

   

執行委員： 陳子初副校長  

 伍傑賢副校長  

 廖潔凝署理副校長  

 何達基校長行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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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會務簡報（2020-2021） 
 

日期 事項 

2020-10-23 2020/21 年度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 

2020-10-23 2020/21 年度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2020-10-23 敬師日 2020 

2020-11-12 至 2020-11-26 家長教育講座——冰山下的寶藏 

2020-11-23 及 2020-11-24 南官鬼馬運動會 

2020-11-27 上學期家長座談會 

2020-12-22 聖誕聯歡會 

2021-01-29 2020/21 年度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2021-02-06 「疫情下的親子相處」網上家長講座 

2021-02-23 逆境廚神 - 家長/老師慶牛年廚藝獻瑞 

2021-02-26 中國傳統藝術飛躍舞台大匯演 

2021-03-26 家長教師會會訊第一期出版 

2021-03-27 網上家長日 

2021-05-07 及 2021-05-08 網上開放日暨南官戲劇教育 20 周年紀念特刊發布會 

2021-05-10 至 2021-05-14 下學期家長座談會 

2021-05-21 及 2021-05-28 冰山歷情家長工作坊 2.0 

2021-06-25 中六畢業暨頒奬典禮 2021 

2021-07-08 及 2021-07-09 中一註冊日家長義工招募 

2021-07-15 2020/21 年度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2021-08-20 家長教師會會訊第二期出版 

2021-08-23 中一暑期銜接課程結業禮暨中一學生及家長迎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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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屯門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 

2020 年 10 月 24 日至 2021 年 10 月 08 日財政報告 

 

摘要 收入  ($) 支出  ($)

收入

1 承上結餘 229,966.41

2 10,000.00

3 1,388.74

4 2020/21 PTA Fee, S1-6, 657 students @ $60 39,420.00

5 611.55

6 25,740.00

支出

1 10,000.00

2 1,388.74

3 3,561.00

4 55,350.00

5 240.00

6 1,245.10

7 10,500.00

8 6,000.00

9 3,500.00

10 11,662.90

11 4,953.90

12 2,030.00

13 6,800.00

14 4,822.56

15 4,002.86

16 200.00

17 7,200.00

18 2,360.00

19 6,650.00

20 78.00

21 8,531.00

總計 307,126.70         151,076.06          

結餘 156,050.64         

家長教師會會訊 第二期

手提電腦及相關電腦軟件

新年活動:中國文化週---「福袋」賀新春

家長教師會會訊 第一期

校訊 第一期

豆袋連運費

銀行戶口轉名費用

2020/21 年度填補學生影印服務之 (虧損)

復課日物資

購買eClass Service

RICOH 影印機:影印費支出(01/10/2020-31/12/2020)

文件夾

校訊 第二期

敬師日物資

南屯門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四日至二零二一年十月八日財政報告

往來戶口

維修八達通入數機 (RICOH影印) 儲備基金 -累積 5 年結餘

2020/21 年度填補學生影印服務之 - (虧損)

RICOH影印機: 影印費收入 (01/09/2020- 30/08/2021)

手提袋連運費

2020/21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撥款

維修八達通入數機 (RICOH影印) 儲備基金 -累積 5 年結餘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及敬師日物資

PTA Scholarship 2020 (S6 & 畢業生)

家長教師會聖誕活動物資

PTA Scholarship 2020 (S1 - 5 )

家長教師會贊助各班聖誕聯歡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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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委員會選舉候選人簡介（2021-2022） 
 

候選人 職業 曾參與之服務工作 參選原因 學生 

伍海瑤女士 家庭主婦 -總務 

 加強家長與學校的聯繫 

 增加對學校及學生的了解 

 協助學生健康成長 

1A 林柏琋 

翁秋雲女士 家庭主婦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

學家教會常務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家教會秘書 

 加強家長與學校的聯繫 

 增加對學校及學生的了解 

 增進家長間的聯繫，分享教子心得 

1C 張迪㮾 

桂玉香女士 家庭主婦 ----- 
 協助學生健康成長 

 完成家長教師會的工作目標 
2A 鄭淑楠 

何慧真女士 商人 

-青山天主教小學家

長義工 、講 故事

EE(英文) 

 加強家長與學校的聯繫 

 增加對學校及學生的了解 

 完成家長教師會的工作目標 

2D 周健聰 

葉惠森女士 家庭主婦 

-現任南屯門官立中

學家教會司庫 

-道教青松小學 

(湖景邨) 

家教會主席 

-道教青松小學 

(湖景邨)校董 

 

 加強家長與學校的聯繫 

 增進家長間的聯繫，分享教子心得 

 協助學生健康成長 

 完成家長教師會的工作目標 

 多些與學校溝通及了解學校的發

展方向，推動家校合作，成為學校

與家長溝通的橋樑。 

3B 陳子謙 

馬思偉女士 家庭主婦 

-現任南屯門官立中

學家教會秘書 

 

 加強家長與學校的聯繫 

 增加對學校及學生的了解 

 增進家長間的聯繫，分享教子心得 

 協助學生健康成長 

4C 李曉琪 

徐秀麗女士 兼職文員 

-現任南屯門官立中

學家教會秘書 

 

 加強家長與學校的聯繫 

 增進家長間的聯繫，分享教子心得 

 協助學生健康成長 

 完成家長教師會的工作目標 

 多些與學校溝通及了解學校的發

展方向，推動家校合作，成為學校

與家長溝通的橋樑。 

4C 謝雅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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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候選人簡介（2021-2023） 
 

候選人 職業 曾參與之服務工作 參選原因 學生 

翁秋雲女士 家庭主婦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

學家教會常務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家教會秘書 

 一切為孩子！本人志願參與家校

合作，為孩子們創造一個和諧、美

好、積極向上的成長學習環境。 

1C 張迪㮾 

陳佩玲女士 家庭主婦 

-現任南屯門官立中

學家教會主席 

-現任南屯門官立中

學學校管理委員會

家長成員 

 

 作為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就

是家長與學校的一道溝通橋樑，加

強家校合作，共同關注學生需求，

家長的心聲及意見，達至相輔相成

的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 

 學校管理委員會讓家長有機會參

與學校管理、發展和評估成效的工

作、這有助提高學校管治方面的透

明度，又能藉此機會反映家長的意

見，促進學校管理委員會與家長之

間的合作，集思廣益，使學校工作

更臻完善。希望大家給我一個機會

繼續為大家服務。 

5A 陳芷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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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屯門官立中學 家長教師會 

周年會員大會 2020 

會議紀錄 

 

日  期：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時  間：下午六時正至七時正 

地  點：學校禮堂 

出席人數：家長會員 12 人、教師會員 50 人 

紀  錄：陳嘉愉老師 

 

會議事項： 

 

一、校長致歡迎辭 

陳耀明校長向與會會員致歡迎辭，答謝家長對家長教師會的支持，並向家長介紹學校的最新發展

及未來動向。 

 

二、通過上年度周年會員大會會議紀錄及會務報告 

1. 馮麗儀老師提出動議，梁嘉儀老師和議，與會者一致通過上年度周年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2. 馮劍東主席向與會會員進行周年會務報告，簡述上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務詳情。 

 

三、財政報告 

由於家長委員司庫吳漢兒女士因事未能出席周年大會，故教師委員翁漢威老師作出周年財政報

告。以下為財政報告重點擇要。 

1. 家長教師會上年度的收入為港幣 393,355.49 元。 

2. 家長教師會上年度的支出為港幣 163,389.08 元。 

3. 家長教師會上年度的結餘為港幣 229,966.41 元。 

4. 余淑萍老師提出動議，林歐耀芳老師和議，與會者一致通過上年度財政報告。 

 

 

 

 

 



9 
 

南屯門官立中學 家長教師會 

周年會員大會 2020 

會議紀錄 

 

四、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及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選舉 

本年度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有一個職位空缺，而家長教師會委員有 5 個職位空缺，由於參選

人數少於家長委員空缺的數目，執行委員會曾於十月十九日發信徵詢家長意見，直至十月二十三

日，執行委員會並未收到任何反對通知。故所有候選人將自動當選。馮劍東先生當選為 2020 至

2022 年度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曹柳嫻女士、錢愛顏女士、馮劍東先生、陳佩玲女士當選

為 2020 至 2021 年度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家長委員。 

 

五、通過委任家長教師會義務帳目核數師 

全體與會會員一致通過委任嚴朝志先生為新一屆家長教師會義務帳目核數師。 

 

六、致送感謝狀予卸任家長委員 

陳耀明校長代表家長教師會致送感謝狀予離任家長委員吳漢兒女士、冼細妹女士及李佩珠女士。

由於吳漢兒女士因事未能出席周年會員大會，感謝狀將於日後補發。 

 

七、會議結束 

會議於下午七時正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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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屯門官立中學 

家長教師會會章 

 

一、定名 

  南屯門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 

 

二、會址 

  新界屯門湖山路二一八號。 

 

三、宗旨 

1. 增強家長之間的聯繫及認識。 

2. 加強學校與家長的溝通。 

3. 支援學校，協力謀求學生福利。 

4. 一切活動必須為非牟利性質。 

 

四、會籍及會員權利義務 

1. 會員 

(1) 名譽會員： 

凡離任校長、副校長、均可成為當然名譽會員。執行委員亦可推薦其他離任會員為名

譽會員，兩者均不需繳交會費。 

(2) 當然會員： 

現任本校校長、副校長及教師均為當然會員，不需繳交會費。 

(3) 普通會員： 

凡就讀本校學生之家長均為必然普通會員，並須於週年大會後，兩星期內繳交會費。 

2. 權利 

(1) 普通會員有表決、選舉、被選、和議及動議權。 

(2) 名譽會員與當然會員則只有表決、選舉、和議及動議權，但無被選權。 

(3) 除繳付會費外，會員不再有額外之財務負擔；惟可按本會之需要，自願捐獻。 

3. 義務 

(1) 會員有義務遵守會章及會員大會通過之決議。 

(2) 本會會費每年港幣六十元。每年年費之調整，將由會員大會通過；又會員已繳交之會

費概不發還。 

(3) 凡本會會員皆有義務接受執行委員會之邀請，協助執行委員會舉辦任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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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屯門官立中學 

家長教師會會章 

五、組織 

1. 會員大會 

(1) 由全體會員組成之「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休會期間，由執行委員會處理

會中事務。 

(2)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召開會議日期及議程需於一星期前通知全體會員。 

(3) 週年會員大會及特別會員大會之職能： 

 週年會員大會——通過執行委員會提交的全年工作及財政報告，並選舉下屆執行

委員會委員。 

 特別會員大會——討論及通過特殊動議事項。 

(4) 會員大會法定人數為全體會員總數百份之五或五十人，以較少者為準。其議決事項，

須有出席人數過半數贊同方能生效；投票時，若正反雙方票數相同，則主席可多投決

定性的一票。 

(5) 倘按召開會議的原訂時間半小時後，仍未定會議法定人數，將視作流會論，再由執行

委員會議定下次大會之召開日期。 

(6) 若有三十位或以上之會員聯名提出任何動議，要求召開會員大會，執行委員會應於一

星期前通知全體會員出席「特別會員大會」。 

2. 執行委員會 

(1) 執行委員會期有委員十六人，另設後備委員二人： 

 學校委員八名──由現任校長及兩位副校長為當然委員，另外由校長舉薦五名教師

為學校委員。 

 家長委員八名──由週年會員大會選出（而同屆之執行委員會中，不得有兩位委員

來自同一家庭）。 

 後備委員二名──由週年大會選出兩名家長擔任。此委員設立之目的，乃填補執行

委員會家長委員退出後之空缺。 

(2) 會員大會召開後，執行委員會新舊委員應盡速舉行首次聯合會議，並即席推選下列職位： 

 主席一人（由家長擔任） 

 副主席二人（分別由現任校長及一位家長擔任） 

 文書四人（兩人為家長、兩人為教師擔任） 

 司庫二人（一人為家長、一人為教師擔任） 

 聯絡二人（一人為家長、一人為教師擔任） 

 康樂三人（兩人為家長、一人為教師擔任） 

 執行委員二人（由兩位老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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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當然委員外，各執行委員的任期均為兩年。家長委員在兩年任期後，可以通過會員大

會重選，重選次數不限。 

(4) 執行委員會有權邀請某些人士擔任特別事務之顧問及遴選後備委員以填補執行委員會

委員空缺。 

(5) 執行委員會委員工作均為義務性質，不能支取任何報酬。 

3. 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 

根據「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代表選舉程序」推舉產生。 

 

六、財務 

1. 本會經費之用途： 

(1) 成本會宗旨之一切支出。 

(2) 作為本會之一切經常性費用。 

2. 由本會司庫負責彙集會費，並存入指定之銀行。支取款項時，支票須經主席、副主席、司庫

三人中之兩人共同簽署（三人必須為家長委員），方能生效。 

3. 執行委員會有權動用本會資金，作為捐助學校獎學金、獎品或其他事項之用；而用途則由校

方安排。 

4. 會員大會將選出一位義務核數人士，為本會每年最少核數一次。 

5. 本會財政年度為每年十月三十一日止。 

 

七、附則 

1. 會章有任何修改，須獲出席會員大會三份之二以上會員贊成，方能生效。 

2. 本會如有解散之議，須獲出席會員大會三分之二以上會員贊成，而本會之資產則捐贈學校或

由會員大會決定捐贈本地之慈善機構。 

 

 

二零一零年十月廿九日修訂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