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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 

二零一九年至二零二零年度執委會第一次會議紀錄 

日  期: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五) 

時  間: 下午三時二十五分 

地  點: 128 室 

主  席: 余鈴娜女士 

出席者: 李隆熙校長   顏桂竹副校長   盧麗華副校長   區耀強老師   陳慧玲老師 

張秀名女士   任麗女士   黃澤英女士   江健女士   羅詠詩女士   吳貽如女士   

鄭淑端女士   姚紅女士   樊青峰先生   何麗旋女士   林天贊先生 

郭婉筠老師(公務缺席)    羅美燕老師(公務缺席)   黃新亭老師(公務缺席) 

謝艷紅女士   許惠清女士   古彩琼女士 

 

 

缺席者: 

 

 

  

 

會議內容： 

1. 執委會家長委員職位分配 

1.1 根據會員大會投票結果，余鈴娜女士擔任主席一職。 

1.2 按會章規定，本會設有兩名副主席、一名司庫及一名文書。 

 江健女士、任麗女士及羅詠詩女士皆有意擔任副主席。各委員就副主席一職進行投票，結

果如下: 

江健女士: 9 票 ; 任麗女士: 7 票 ; 羅詠詩女士: 5 票 

江健女士、任麗女士擔任副主席。 

1.3 樊青峰先生及謝艷紅女士皆表示有意擔任司庫。各委員就司庫一職進行投票，結果如下: 

樊青峰先生: 7 票 ; 謝艷紅女士: 2 票 

樊青峰先生擔任司庫。  

1.4 各委員一致通過由張秀名女士擔任文書。 

  

2. 銀行戶口授權人簽署事宜  

2.1 議決授權主席余鈴娜女士、副主席江健女士，司庫樊青峰先生簽發本會支票。 

 主席   余鈴娜女士 YU LING NA YUKI  

 副主席 江健女士 JIANG JIAN  

 司庫   樊青峰先生 FAN QING FENG  

2.2 本會所有支票均須主席余鈴娜女士、 副主席江健女士、司庫樊青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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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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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計劃 

3.1 余主席擬定本年度活動，並在會上派發本年度活動之初稿。余主席解釋本年度將舉辦的活

動是基於中一家長迎新派發的問卷而制定，其中最受歡迎的活動依次序分別為一. 親子旅

行; 二. 美食製作班; 三. 親子義工服務; 四. 親子燒烤。由於希望將親子聯誼活動安排在少

林武學養生保健工作坊之後，而武學養生保健工作坊活動時間超逾兩小時，考慮到校內有

不少家庭是居住內地，活動完結時間不宜太晚，加上同一星期也有學校旅行，同學也有機

會選擇燒烤，故此將燒烤活動改為親子美食派對。經討論後，各委員一致通過有關活動計

劃，詳情見附錄一及二。 

3.2 本會將於 2019 年 10 月 21 日(一) 下午十二時三十分進行午膳監察，希望初中年級的家長委

員能夠抽空出席。何麗旋女士、林天贊先生、羅詠詩女士及吳貽如女士皆表示當天會出席。 

3.3 少林武學養生保健工作坊暨親子美食派對將於 2019 年 11 月 15 日下午五時三十分於 524 室

舉行，親子美食派對則在晚上七點三十分在禮堂舉行。參加美食派對者每人收費 60 元。陳

慧玲老師將於 10 月份派發家長信，並呼籲家長踴躍參加。預計地點能容納 60 人。如報名

人數過多，將進行抽籤。家長可選擇只參加其中一項活動。 

3.4 由於本會經費有限，只能在家長教育講座及香薰減壓工作坊中二選其一。 

3.4.1 黃澤英女士認為今天舉行的「親子溝通，正向管教」講座，內容充實，主持人講解清晰，

表現專業，令家長獲益不少。姚紅女士也認為講座能啓發家長如何與子女相處，並建議今

年應舉辦同類活動。 

3.4.2 鄭淑端女士提議如再舉辦講座，可以派發講義，方便家長重溫內容。陳慧玲老師回應過往

若得到講者同意後，會將講座簡報上載在學校家教會的網頁。陳老師將聯絡講者作出有關

安排。 

3.4.3 余主席及江健女士向各位委員分享上一年度本會舉辦香薰減壓工作坊的經驗，表示參加者

反應熱烈，活動過程既有趣，亦能讓家長認識不同香薰的功效及學習不同的減壓方法，達

致紓緩家長緊張情緒的果效。 

3.4.4 經各委員投票後，7 位家長委員投票選擇香薰減壓工作坊，只有 4 位家長委員投票選擇家長

教育講座，故此，今年度將會繼續舉辦香薰減壓工作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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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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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選修科及格）及繼續升讀本港專上院校或本地/內地大學，符合領取獎學金，其中更有兩

位學生入讀本地大學資助學位。 

4.2 經商議後，全體家長委員同意全部合資格學生均可獲 700 元獎學金以示鼓勵。 

  

5. 財政預算 

 各委員通過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有關詳情，詳見附錄四。 

  

6. 其他事項 

6.1 姚紅女士提出，擔心本會只開 Whatsapp 群組，家長如身處內地會錯過收到重要信息，建議

應該要開一個微信群組，方便大家溝通。陳老師表示會開一個 Whatsapp 群及一個微信群，

方便各委員表達意見及分享消息。 

6.2 李隆熙校長誠邀各位家長委員出席學校於 2019 年 11 月 29 日(五) 早上十時三十分舉辦的學

校頒獎典禮，亦期望家長能多參與本校活動，加深對學校的認識和了解。 

6.3 余主席指出中六畢業的同學未必會繼續升學，故此希望學校能考慮安排中六畢業禮，讓學

生可以穿上畢業袍並拍照留念。李校長表示理解，但需要考慮到學校是否有足夠資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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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如何存放畢業袍等問題，需要進一步商議。 

  

6.4 下次會議 

 日期： 2019 年 12 月 5 日(星期四) 

地點 : 學校 128 室 

時間： 下午 4:00 

 

7. 散會時間： 

下午四時二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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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本年度活動如下： 

 

擬舉辦日期 活動 

9 月 27 日 『親子溝通,正向管教』家長教育講座 

10 月 21 日 午膳監察 

11 月 15 日 少林武學養生保健工作坊暨親子美食 

派對 

12 月份 冬日送暖 

2 月 25 日 陸運會親子接力賽 

3 月份 家長教師會旅行 

4 月份 香薰減壓工作坊 

5 月份 親子美食製作班 

5 月份 出版會訊 

 

 

                                                                   

                家長教師會高等院校進修獎學金候選名單 2019-2020 

 

 

 
課程名稱 姓名 

現就讀院校 五科文憑試分數

(四核心科目及格) 

十兩選修) 1 學位課程 高天悅 香港大學/科學 28 

2 學位課程 蘇倬令 香港城市大學/會計 21 

3 高級文憑 蘇海英 

 

香港理工大學/工程 18 

4 
副學士 黎沛鏗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醫療及

行政保健 
17 

5 內地學位課程 何欣欣  暨南大學/財務管理  15 

6 內地學位課程 張瑾云 中央美術學院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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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財政預算 

 

 

 
 

甲   收入     

 1 承上結餘   $25,18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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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33.00  

 總收入    $81,714.72  

      

      

乙 支出     

 1 親子旅行   $8,000.00  

 2 高等教育進修獎學金   $4,200.00  

 3 操行獎及服務獎   $5,000.00  

 4 家長教育工作坊   $11,000.00  

 5 親子美食派對   $1,300.00 

 6 社區服務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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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0  

 11 贊助舉行水果日活動   $2,100.00  

 12 贊助融合生生日會   $1,800.00  

 13 家長迎新   $800.00  

 14 印刷會訊   $3,700.00 

 15 購買文憑試答卷   $5,000.00 

 16 雜項   $1,800.00  

 總支出    $60,400.00  

      

丙 結餘    $21,314.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