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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 

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一七年度執委會第一次會議紀錄 

日  期: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三) 

時  間: 下午三時十分 

地  點: 524 室 

主  席: 余鈴娜女士 

出席者: 校方委員: 鄭邵錦嫦校長   郭健光副校長   余尹靄敏副校長 

  陳慧玲老師     區耀強老師     

 家長委員: 李嘉雯女士        王英先生       陳志強先生 

  鄭仙梅女士     張炳林先生     甄廷石先生 

  陳琳琳女士     嚴英女士       謝艷紅女士 

  江健女士       李琴女士       賴乙星先生 

   

缺席者: 校方委員: 陳麗珠老師     李端儀老師 

   

   

 

會議內容： 

1. 執委會執委會執委會執委會家長幹事家長幹事家長幹事家長幹事職位分配職位分配職位分配職位分配    

 由於部份家長幹事子弟巳是中六學生，將於三月畢業離校，其幹事職位須作出變更。經各幹

事討論後，推選王英先生擔任副主席，甄廷石先生擔任司庫，以及陳琳琳女士擔任文書。 

  

2....    銀行戶口授權人簽署事宜銀行戶口授權人簽署事宜銀行戶口授權人簽署事宜銀行戶口授權人簽署事宜        

 由於司庫鄭仙梅女士子弟巳是中六學生，將於三月畢業離校，不再擔任司庫，所以須轉換授

權人簽發本會支票。 

 鄭仙梅女士  

CHENG SIN MUI 
  

    
 議決授權新一任司庫甄廷石先生簽發本會支票。 

   甄廷石先生 

  YAN TING SHEK 

  

 
 本會所有支票均須主席余鈴娜女士、 副主席陳志強先生、司庫甄廷石先生其中兩位簽署方

能生效。有關銀行戶口轉換授權人手續，將於日內辦理。 

     

3 活動計劃活動計劃活動計劃活動計劃    

3.1 余主席報告本年度活動，並在會上派發本年度活動之初稿，經討論後，各幹事一致通過有關

內容，詳情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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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2 月 12 日假北區運動場舉行陸運會，本會將參加親子接力比賽，並舉行第二次執委會會議，

當天主席余鈴娜因產假未能主持會議，將由副主席陳志強或副主席王英代為主持。 

3.3 送暖行動將於 2017年 1 月 18 日下午 4:00 舉行。此活動由秀群服務中心社工作為中介聯繫。

服務對象為彩園邨 100 戶獨居老人。目標招募學生義工 60 人，並希望多些家長義工參與帶

隊工作。學校會準備禮物包派發給長者。 

3.4 2017年 2 月 11 日（星期六）擬舉辦新項目：親子溝通工作坊及燒烤晚會。由於教育局於 2016

年 3 月向全港學校發放 5000元特別撥款，讓學校推動促進學童心理健康的家校合作活動。

本會巳接洽大埔浸信會社會服務處舉辦親子溝通工作坊。活動費用視乎學生家長報名情況，

上限為$3000。 為吸引更多家長報名參加。安排星期六下午 4:00 舉行工作坊, 6:00開始燒烤。

暫定參加燒烤者每人收費 50元，本會每人津貼 50元。同時參加工作坊及燒烤的家長及子女

可優先報名本活動。 

  

4....    家長教師會高等院校進修獎學金家長教師會高等院校進修獎學金家長教師會高等院校進修獎學金家長教師會高等院校進修獎學金    

4.1 陳慧玲老師報告今年有十一位學生於文憑考試中考獲十二分或以上（包括四科核心科目及兩

科選修科及格）及繼續升讀本港專上院校或內地大學符合領取獎學金，其中更有三位同學入

讀本地大學資助學位。另有三位同學入讀內地大學，但他們英語科不合格，因而不考慮頒授

獎學金。 

4.2 余副校長建議讓內地升學但英語科不合格的同學（謝婷婷，鄒晓雯及鄒程捷）頒發鼓勵性的

獎學金，因為他們入讀的大學皆是國內重點大學。 

4.3 陳慧玲老師指出以往在內地升學的同學都甚少回來領取獎學金，或是翌年暑假才回校領取，

但支票早已過期。 

4.4 鄭校長指出教育局今年有新政策，如家長教師會頒發獎學金，需要先把款項匯給政府，然後

由教育局分發支票給有關學生。如果學生不領取，則需要辦理繁複手續，所以不建議發放獎

學金予上述三名內地升學的學生。 

4.5 陳志強先生建議頒發書券給升讀內地大學的同學。校長指書券不適合同學購買大學用書，因

此作罷。 

4.6 經商議後，全體家長幹事同意全部合資格學生均可獲 500元獎學金以示鼓勵。 

  

5 家長教師會的財政狀況家長教師會的財政狀況家長教師會的財政狀況家長教師會的財政狀況    

5.1 因家長梁錦泰先生本年度退出執委會，不再贊助會訊的印刷費用，本會今年度需承擔印刷費

用。今年的財政預算將會加上出版會訊預算款項 4000元。 

5.2 各委員通過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有關詳情，詳見附錄二。 

6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新的家長幹事會加入家教會 whatsapp 群組，以便聯絡。 

7 下次會議下次會議下次會議下次會議    

 地點: 北區運動場 

日期：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一) 

時間：早上 9:30 

8 散會時間散會時間散會時間散會時間：：：：    

下午三時四十五分 

 

 

 

主席：___________________ 

 文書：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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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本年度活動如下： 

 

擬舉辦日期擬舉辦日期擬舉辦日期擬舉辦日期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9月 30日 家長教育講座 

11月份 午膳監察 

12月 12日 陸運會親子接力賽 

1月 18日 送暖行動 

2月 11日 親子溝通工作坊及燒烤晚會 

3月份 家長教師會旅行 

4月份 親子烹飪班 

5月份 出版會訊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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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 

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財政預算 

 
 

甲甲甲甲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1 承上結餘   $28,021.12 

 2 會費   $30,900.00 

  3 教育局津貼(用於親子旅行、家長教育及印製會訊) $15,267.00 

 總收入總收入總收入總收入       $74,188.12 

      

      

乙乙乙乙    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1 親子旅行   $8,500.00 

 2 高等教育進修獎學金   $5,500.00 

 3 操行獎及服務獎   $6,000.00 

 4 家長教育工作坊   $3,300.00 

 5 燒烤晚會        $2,500.0 

 6 社區服務   $4,000.00 

 7 特備金   $10,000.00 

 8 電話費   $2,000.00 

 9 紀念座   $1,500.00 

 10 操場飲水器保養費   $1,500.00 

 11 贊助舉行水果日活動   $2,100.00 

 12 贊助融合生生日會   $1,200.00 

 13 家長會費退款   $1,320.00 

 14 家長迎新   $800.00 

 15 印刷會訊   $4000.00 

 16 雜項   $1,800.00 

 總支出總支出總支出總支出       $56020.00 

      

丙丙丙丙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18168.12 

附錄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