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水宣道小學家長教師會                        22073 

2022-23 通訊三 會員大會暨第十五屆常務委員會選舉 

親愛的會員： 

 2022-23 家教會會員大會暨第十五屆常務委員會選舉將於 2022年 10 月 8日舉行，多謝七

位家長願意作學校和家長的橋樑，服務家長和師生，成為常務委員會候選人，各候選人簡介

已列於附頁。 

在此再次懇請  貴會員出席會員大會，增進與會員及老師的交流，並支持是次選舉，投

下神聖一票。會員大會詳情如下： 

 

 

 

 

 

 

 
 

敬請  貴會員撥冗出席是次會員大會，本會謹致萬分感謝。如對會員大會及常務委員會

選舉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670 2257 與蘇慧詩副校長聯絡。  

祝 

身心康泰！ 

 

                  上水宣道小學家長教師會 

                            第十四屆常務委員會 

二零二二年十月三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  條                             22073 

1. 有關 2022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第十五屆常務委員會選舉安排。 

本人已知悉 

 此覆 

 

上水宣道小學家長教師會 

            

           家長簽署：       

            班學生：     ( ) 

           日  期：二零二二年____月  日  

日    期： 10月8日(星期六) 

時    間： 下午2時正至2時45分 

地    點： 本校禮堂 

內    容： 1. 上年度會務及財政報告 

2. 本年度財政預算 

3. 第十五屆會員大會暨「常務委員會」選舉 

備    註： 1. 按教育局指引，到訪者均須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求，並

屬於「藍碼」人士，方可進入校園。 

2. 當天會員大會將同步以Teams進行直播，以便未能到校之家

長可以同步參與。如參與Teams直播家長會，請以 貴子弟

身分登入Teams，按時間出席會議。如在本校就讀的學生多

於一名，只需用其中一位學生的身份登入。 

3. 當天將發出電子選票，供所有會員投票。選票按家庭發放，

每家庭只須投一票。 

4. 謹奉上議程，見附件。 



第十五屆常務委員會候選人資料簡介 

(先後次序以中文姓名筆劃排列) 
 

候選人姓名： 1. 王達偉先生     4B 王若楠家長  

職業： 理工大學商學院助理教授（研究） 

參選政綱： 首先感恩在過去兩年疫情下能與校長、副校長，及各位 

老師在家長教師會同行服務。當我和太太細看若楠在踏 

入第四年的宣小學習生活，我們看到了女兒的成長和進 

步，最重要的是能明白聖經上的真理，走向成一個温和、 

謙卑和有承擔的人，正如聖經上這樣記著說：「我聽見 

我的兒女們按真理而行，我的喜樂就沒有比這個大的。」（約翰三書 1:4）很感謝校

長及各位老師，因為我們深信孩子的好品格是從您們那裏獲得以身作則的教導。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離。」（箴言 22:6）未來兩年，我

盼望在不同層面和崗位上繼續擔當不同的角色，以回饋學校和社會，見證及榮耀

主，這亦是一份社會的責任。衷心盼望有您各位家長的支持。 

 

候選人姓名： 3. 杜春花女士     3A 楊芷晴家長 

職業： 家庭主婦 

參選政綱： 大家好，我是 3A 楊芷晴的家長，希望通過家長教師會，我們能有更好的溝通，謝

謝大家。 
 

候選人姓名： 4. 胡函穎女士     1A 方睿誠家長  

職業： 家庭主婦 

參選政綱： 本人胡函穎是 1A班方睿誠的家長。我是一位熱愛生活、關愛社會的家庭主婦。我

就近住在聯和墟，可以有時間，有精力來完成學校旳一切互動活動，我願意用我的

時間來支持和幫助學校和同學、各位家長的各種要求和需要。 
 

候選人姓名： 5. 陳瑩瑜女士     5C 陳永諾家長  

職業： 家庭主婦 

參選政綱： 本人深知家校合作的重要，透過這幾個年頭參與學校不同的家長義工服務，使我更

加了解學生在學習上的不同需要，希望藉着參加家教會，成為學校及家長間的橋

樑。 

 

候選人姓名： 6. 錢冠鵬先生     5A 錢加欣家長  

職業： 公務員 

參選政綱： 本人為 5A 班錢加欣的家長錢冠鵬，在過去兩年，本人擔當家教會委員，參與家長

教師會的工作，深切體會到家校合作的重要性，作為家長與學校溝通的橋樑，向學

校提出多方面的改善建議，並且能夠陪伴學生成長。 

 

候選人姓名： 7. 羅志惠先生     5C 羅婧瑜家長  

職業： Manager  

參選政綱： 大家好，轉眼間小朋友已經在上宣渡過了四年愉快的校園生活，十分感恩！感謝校

長、各位老師、學校同工、以及各位家長對孩子的關愛。 

本人希望能盡一分力，藉著參加家教會，更能促進家長與學校間之聯繫，藉此提高

「家校合作」關係！而且同時希望以身作則，好讓孩子能學習積極參與和貢獻。謝

謝！ 

 

候選人姓名： 2. 李妙鈴女士     6A 李昊天家長  

職業： 家庭主婦 

參選政綱： 大家好，我是 6A 班李昊天家長。本人在過往幾年一直致力參與學校之義工服務，

藉著參加今屆家教會委員繼續為大家效力，希望能成為學校和家長之間的溝通橋

樑，本人深知家校合作旳重要，同時以身作則給予孩子懂得使命感，用行動回饋學

校貢獻社會，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謝謝！ 



上水宣道小學 

2022 – 2023 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議程 

 

日期：二零二二年十月八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正至二時四十五分 

地點：禮堂 

主席：錢冠鵬先生 

記錄：李曉彤老師 

 

1 祈禱  

2 主席致歡迎詞 

3 主席報告： 

3.1 工作報告 

3.2 財政報告 

3.3 提問時間 

4 通過 22-23 年度財政預算案 

5 常務委員會候選人自我簡介 

I. 王達偉先生（4B 王若楠家長） 

II. 李妙鈴女士（6A 李昊天家長） 

III. 杜春花女士（3A 楊芷晴家長） 

IV. 胡函穎女士（1A 方睿誠家長） 

V. 陳瑩瑜女士（5C 陳永諾家長） 

VI. 錢冠鵬先生（5A 錢加欣家長） 

VII. 羅志惠先生（5C 羅婧瑜家長） 

6 介紹教師委員 

蘇慧詩副校長、李曉彤老師、莫永深主任、葉文意主任、陳詠儀老師、 

姚虹伊姑娘 

7 進行常務委員投票 

8 義務核數候選人自我簡介 

I. 岑佩斯女士（1C 何靖瑤家長) 

II. 温彩玲女士（1C 羅熙宇家長） 

III. 李少芬女士（1C 邱孝承家長） 

IV. 黃莹女士（4B 羅綺敏家長） 

V. 李鋮鋮女士（4C 潘鈺家長） 

VI. 陳慧嫻女士（6A 黃子殷家長） 

VII. 吳嘩嘩女士（6C 呂雅瑩家長） 

9 宣佈投票結果 

10 校長頒發委任狀 

11 臨時動議 



上水宣道小學家長教師會 

工作報告 

 

日期 活動 內容 

2022 年 9 月 招募家長義工 

 共招募了 62 位家長義工，協助校園保健及學校

活動。 

 向所有熱心義工發出委任狀，確認義工的身份。 

2022 年 10 月 

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以視像方式順利舉行，共 48 個家庭及

34 位教師出席，順利選出義務核數，並確認教

師常務委員。 

冬季校服義賣 
 出售舊校服，鼓勵學生支持環保，為家長節省開

支。 

2022 年 11 月

至 

2022 年 12 月 

家長教育課程 

 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北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合辦

「6A品格教育」家長小組，共 40 位家長參加，透

過活動帶來反思，讓家長掌握有效的教育六大原

則，有助提昇管教技巧。 

家長學堂： 

音樂導師教授樂理 

 由家長義工陸菲女士擔任導師，共22 位家長報名

參加，讓家長掌握音樂基礎知識，提高家長的協

助學生的能力和信心。 

舊書、校服義賣 
 出售下學期舊課本及校服，鼓勵學生支持環保，為

家長節省開支。 

2023 年 3 月 

至 

2023 年 5 月 

家長學堂： 

水晶滴膠小手工 

 由家長委員林文琼女士擔任導師，共20 個家庭

報名參加，家長與子女一同製作滴膠尺子，共享

製作的樂趣，歡度愉快親子時光。 

夏季校服義賣 
 出售舊校服，鼓勵學生支持環保，為家長節省開

支。 

2023 年 6 月 

頌親恩禮物送贈 

 家教會為每位學生訂製冰感毛巾及環保雨傘套作

為頌親恩禮物，並指導同學寫感謝卡，向親人表

達敬重與謝意。 

親子活動日 

 以視像方式進行「親子運動」，分高小組及初小

組，共 44 個家庭報名參加。 

 在專業體適能導師帶領下，運用橡筋帶、筋膜球

及毽子進行體適能運動，氣氛愉快，有助建立良

好的親子關係。 

舊書、校服義賣 
 出售上學期舊課本及校服，鼓勵學生支持環保，

為家長節省開支。 

2023 年 7 月 頒發義工感謝狀  頒發感謝狀，肯定義工隊的工作。 

 

  



上水宣道小學 2021 – 2022 年度家長教師會財務報告 

 

項目 收入 支出 

上年度結餘 110,895.43  

會員費 13,710.00  

教育局家教會經常費津貼 5,780.00  

教育局家教會活動津貼 19,600.00  

義賣收入 7,212.10  

家長學堂 500.00  

 總收入：  $ 157,697.53  

家長教育課程  12,000.00 

親子活動  9,871.18 

家長學堂  623.91 

頌親恩禮物  13,988.00 

文具雜費  212.80 

教師結婚添丁賀禮  993.40 

家長義工計劃  790.72 

贊助自學計劃  1,377.20 

贊助宣小自學躍騰獎勵計劃  836.00 

 總支出：  $ 40,693.21 

 本年度結餘： $ 117,004.32 

 



上水宣道小學 2022– 2023 年度家長教師會財務預算 

 

項目 收入 

會員費 12,000.00 

教育局家教會經常費津貼 5,855.00 

教育局家教會活動津貼 20,000.00 

義賣收入 7,000.00 

總收入 44,855.00 

 

項目 支出 

家長教育課程 12,000.00 

親子活動 10,000.00 

家長學堂 1,000.00 

教師結婚添丁賀禮/ 慰問卡 1,000.00 

頌親恩禮物 13,000.00 

家長義工計劃 3,000.00 

文具雜項 500.00 

贊助「我的生命教師」計劃 2,000.00 

贊助宣小自學計劃 2,000.00 

贊助宣小陸運會親子項目獎牌 250.00 

總支出 44,7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