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啟者： 

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暨自助餐晚宴、 

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選舉結果、替代家長校董選舉結果 

 

(1) 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暨自助餐晚宴（包括中西式及清真食品） 

家長教師會謹訂於2016年11月25日（星期五）晚上舉行「自助餐晚宴」，並會邀請校長及

全體老師出席，促進與學校的交流，敬希各會員撥冗出席。詳情如下： 

日期： 201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五） 

時間： 6:30 p.m. – 9:00 p.m. 

地點： 本校禮堂 

收費： 每位 $ 20 （大小同價，家教會將津貼餘額） 

同場舉行周年會員大會，程序如下： 

1. 校長致歡迎詞 

2. 主席報告 

3. 財務報告 

4. 確認常務委員名單 

5. 確認替代家長校董選舉結果 

6. 問答環節 

7. 致送紀念品及感謝狀 

 

(2) 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選舉結果 

本會早前發信 (Ref 16054) 邀請各位家長參與「第九屆 (2016-18)常務委員選舉」，共有七

名家長參選，與家長委員空缺數目相同，故毋須進行投票而自動當選，任期兩年。有關各

候任委員資料，請參閱附件一。如各位家長對「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選舉」的結果有任何

意見，請於2016年11月23日或以前書面向家長教師會提出。 

 

(3) 替代家長校董選舉結果 

本會早前發信 (Ref 16055) 邀請各位家長參與「法團校董會替代家長校董選舉」，共收到一

位家長參選：李文兒女士 (1B陳享達 監護人)，候選人的參選資料詳見附件二。由於參選

人數與校董空缺數目相同，故李文兒女士自動當選為新一屆法團校董會替代家長校董，任

期由註冊日起計兩年。如各位家長對「法團校董會替代家長校董選舉」的結果有任何意見，

請於2016年11月23日或以前書面向家長教師會提出。 

 

  此致 

學生家長 

 

 
家長教師會主席 

張鳳儀 謹啟 

2016 年 11 月 16 日 

 
No.1, Tsing Hoi Circuit, Tuen Mun Tel: 2452 0681 Fax: 2458 9083 E-Mail: info@cmacck.edu.hk Website: http://www.cmacc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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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請於 11 月 18 日或以前把本回條交給班主任，再轉交陳瑞泉老師辦理。 

 如有任何疑問，請在辦公時間內致電 24520681 聯絡陳瑞泉老師。) 

 
敬覆者： 
 
        (請在 □ 內用  號表示意願) 

    □  本人無暇出席「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 

    □  本人將於 11 月 25 日晚上出席周年會員大會及自助餐晚宴。 

       當晚參與晚會的人士包括： 

 姓名 與學生關係 費用 

1 本 人 (家長) - - - $ 20 

2   $ 20 

3   $ 20 

4   $ 20 

 

    隨回條付上$      .(每個家庭最多4位參與者) 

 

    此覆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家長教師會 

 

   

 

 

 

 

 

 

 

2016 年 11 月____日 

學生姓名：  

班別/班號：              (      )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聯絡電話：  

編號：16094(CHI)                                                                                                                                                                                                                            



附件一 Annex 1 

2016-18 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選舉 
 

候選委員簡介 

編

號 

候選 

委員 

子女

就讀

級別 

職業 對「家長教師會」的抱負 社區服務/家教會經驗 

1 陳愛蓮 中三 
家庭

主婦 

希望和其他家長加深了解。舉

辦多些親子活動，讓家長透過

活動加深了解子女。 

 第八屆常務委員（秘書） 

2 張鳳儀 中四 
會計

文員 

本人既是蔡章閣校友又是家

長，對學校有一份情意結及歸

屬感。希望一盡本人的綿力，

服務家長教師會，為家長作為

橋樑及表達家長的意見，與家

長們及校方人員共同發展學

校，為學生造就良好學習氣

氛，締造優質教育環境。 

 現任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 

 第八屆常務委員（主席） 

 第七屆常務委員（秘書） 

 屯門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委員

（秘書） 

 多年作為小學及中學的家長

義工 

3 郭金珠 中一 
家庭

主婦 

我會為家教會盡心盡力服務，

做一個有責任感的家教會常務

委員，為學校、學生服務。 

 東華三院高德根幼稚園義工
(2014-2016)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義工

(2010-2011) 

4 林詩琪 中三 
家庭

主婦 

小兒在蔡章閣讀書，我也想和

其他家長一樣熱心參與和支持

家長教師會的工作，如家教會

需要我，我會盡我所能做到最

好。 

 第八屆常務委員（財政）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法團校

董會家長校董及家長教師會

財政委員 

5 麥靜雯 中一 
文職

人員 

希望能成為教師、學生、家長

的溝通渠道，取得三方面平

衡，從而解決大家面對或將來

的事務。 

— — — — — 

6 許植華 中三 
家庭

主婦 

希望加入家長教師會後，能和

學校合作，在推動學生的品德

教育方面盡一分綿力。 

 第八屆常務委員（康樂） 

7 李文兒 中一 

學校

聯絡

主任 

透過參與家長教師會，認識和

了解不同家長和學生的需要。

而且本人在學校內工作，更能

與老師、家長和學生緊密溝通。 

 第八屆常務委員（聯絡） 

 第七屆常務委員（康樂） 

 屯門東北分區委員會委員 

 珈琳幼稚園家長委員會委員 



附件二 Annex 2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法團校董會 

替代家長校董選舉 

Alternate Parent Manager Election 

The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CMA Choi Cheung Kok Secondary School 

 
候選人簡介：候選人 1   Introduction to Candidate: Candidate No. 1 

 

姓名 Name 
李文兒  (1B 陳享達 監護人) 

SABBA  (Guardian of 1B KHAN Humza) 

 

職業 Occupation 學校聯絡主任 Liaison Officer 

服務本校經驗 

Experience in  

serving our 

school 

1. 本校替代家長校董 (2015 – 2017) 

The Alternate Parent Manager (2015 – 2017) 

2. 本校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執行幹事 (2012 – 2016) 

Executive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2012 – 2016)  

其他工作及 

服務經驗 

Other 

experiences  

and services 

1. 屯門東北分區委員會委員 Member of Tuen Mun (Northeast) District 

Council 

2. 珈琳幼稚園家長委員會委員 

Executive member of the parent committee of Karlam Kindergarten 

3. 「愛與和平」委員Member of Love & Peace Ministry 

抱負 Platform 

 大家好！我是李文兒，大家可以稱呼我做 Ivy。我在廠商會蔡章閣中

學工作已接近七年，主要工作是聯絡家長和學生，促進大家的溝通。我能

操六種語言，包括粵語、英語、烏都語和少許普通話等。 

 在這次替代家長校董選舉中，希望各位多多支持。多謝！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Sabba and my chinese name is “李文兒”. 

You can call me Ivy. I have been working in CMA Choi Cheung Kok 

Secondary School for nearly seven years and my main duty is to communicate 

with parents and students. I can speak six different languages such as 

Cantonese, English, a bit of Mandarin, Urdo and etc. 

 This year I would like to stand as a candidate of the Alternate Parent 

Manager Election and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support.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