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家長教師會 

二零一五年周年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日期：2015年 11月 28日 

時間：下午 4:00 -5:00 

 

1 通過是次議程(附件一：程序表) 

家長會員：71 

教師會員：66 

出席會員總人數: 137人 

贊成票：112人 

以 81.75%支持率通過。 

 

2 主席會務報告 

主席報告去年會務進展(附件二) 

家長會員：72 

教師會員：66 

出席會員總人數: 138人 

贊成票：131人 

以 94.93%支持率通過。 

 

3 司庫財政報告 

由司庫報告財政狀況(附件三)，2014-15年度總收入為 HK$ 72039.45，總支出

為 HK$44,851.80，盈餘 HK$27187.65。2014-15年度總結餘為 HK$116,539.57，

將撥入 2015-16年度財政。 

家長會員：72 

教師會員：66 

出席會員總人數: 138人 

贊成票：127人 

以 92.03%支持率通過。 

 

4. 頒發感謝狀及委任狀 

 2014~2015年度義工感謝狀： 

獲發感謝狀家長名單(學生班別及姓名)，排名按學生班別及學號。 

學生班別 學生姓名 家長義工姓名 

2A 趙松釺 朱卓儀 

2A 陳天恩 楊葵卿 

2A 郭海柔 蔡靜文 

2A 曾詠琦 葉亞英 

2B 蘇佩淇 張燕 

2A 章樂行 蔡林穎 

2B 陳曜燃 謝美芝 

2C 關德榮 林琦潔 

2B 郭磊燃 鄭秀英 

3A 楊詠稀 何美好 



3A 歐彥彤 鄒翠麗 

3A 鍾雪兒 鍾志堅 

3A 趙思穎 陸慧雯 

3C 鄭鶴明 莫潔美 

4B 陳澤謙 陳筱紅 

4C 陳昱匡 陳筱紅 

4D 黃俊鏗 蕭美蓮 

4C 彭安廸 任小珠 

5C 許俊希 張蓮芳 

5A 劉晴欣 黃玉英 

5A 黃茜汶 蘇嘉蕙 

6F 何詠琪 陳婉玲 

 2014~2015委員感謝狀 

家長委員：王淑貞女士、黃志毅先生、何家燕女士、劉惠珍女士、黃綺雲女

士、張鳳琪女士、霍鳳儀女士、馬麗珠女士、梁詠珊女士 

教師委員：梁美華老師、梁大輝老師、何仲廉老師、胡慧敏老師、高晴 暖老

師、藍席嬈老師(排名不分先後) 

 2015~2017年度委員委任狀 

主席 ： 黃志毅先生 

副主席 ： 張鳳琪女士  梁美華老師 

秘書 ： 謝美芝女士  梁大輝老師 

司庫 ： 藍席嬈老師 

稽核 ： 馬麗珠女士 

活動 ： 何家燕女士 鍾露白女士 蔡靜文女士 胡慧敏老師 

出 版 ： 劉惠珍女士  高晴暖老師 

常務委員  ： 霍鳳儀女士  黃  斐老師 

另本年度增選委員劉偉權先生獲邀上台合照。 

 名譽會員委任狀 

  王淑貞女士、黃綺雲女士 

會議於下午四時四十分時結束，會後學生表演及進行中一學業嘉許禮。所有與會者於

會後領取免費紀念品乙份。 

 

主席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 

 (黃志毅先生) 
 

文書：    ___________________ 

              (梁美華老師)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一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2015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 

    《程序表》 

日期及時間：2015/11/28（星期六）4：00~5:30pm   

地點：二樓禮堂  

司儀：張鳳琪女士、藍席嬈老師    

 程序  

3:40~4:00 茶點接待及報到時間 岑詠天同學鋼琴演奏 

4:00~4:50 周年大會會議  

1 通過是次議程 黃志毅先生 

2 會務報告 王淑貞女士  

3 財政報告 何仲廉老師  

4 頒發感謝狀及委任狀 

2014~2015年度義工感謝狀 

2014~2015委員感謝狀 

2015~2017年度委員委任狀 

名譽會員委任狀 

 

王淑貞女士 

梁國基校長 

梁國基校長 

梁國基校長 

5 新任主席致辭 黃志毅先生 

4:50~5:00 民歌表演 

曲目：Yellow Bird 

中一男聲合唱 

5A 張愷賢 5B 李卓以  

5C 陳彥君 5D 楊嘉盈 

3B 鍾德豪 6D 劉振華  

6F 范鎮業 

伴奏：岑詠天同學 

5:00~5:30 頒發中一學生學業表現獎項 梁國基校長 黃志毅先生 

 

 

 附件二 



  《2014~2015家長教師會主席會務報告》 

2014年 11月：  舉辦《2014周年會員大會》 

     陸運會聯同家長義工派發贊助歡樂跑之雪梨 

2014年 12月：  安排聖誕老人 Johnny聯同家長義工派發聖誕禮物 

2015年 1月：  舉辦《家長小聚》：賀年食品製作 

2015年 2月：  舉辦《家長小聚》：手工肥皂工作坊 

     製作心意禮品為中六同學打氣 

2015年 3月：  舉辦《親子旅行日》 

2015年 4月：  舉辦《家長小聚》：大廚甜品班 

2015年 5月：  聯同家長委員參觀午膳供應商及試食 

    聯同家長委員參加《家長也敬師》運動 

其他不定期活動： 飯盒供應商質素監察 

    出席葵青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議 

《2014~2015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名單》 

顧 問 ： 許俊炎校監   梁國基校長 

主 席 ： 王淑貞女士 

副 主 席 ： 黃志毅先生   梁美華老師 

秘 書 ： 張鳳琪女士  梁大輝老師 

司 庫 ： 何仲廉老師 

稽 核 ： 霍鳳儀女士 

活 動 ： 何家燕女士  劉惠珍女士  黃綺雲女士  胡慧敏老

師 

出  版 ： 馬麗珠女士  高晴暖老師 

常 務 委 員  ： 梁詠珊女士  藍席嬈老師 

 

 

 

 

附件三《2014~2015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 

 日 期 項    目                        收   入 支   出 結   餘 



 日 期 項    目                        收   入 支   出 結   餘 

   去年滾存     HK$89,351.92  

2014 22/10 退還多繳會費  HK$700.00  HK$88,651.92  

 12/11 輭膠匙扣訂金   HK$2,080.00  HK$86,571.92  

 14/11 水晶筆連交通費   HK$1,683.60  HK$84,888.32  

 18/11 家長教師會親子黃昏燒烤支票收入 HK$1,150.00    HK$86,038.32  

 19/11 家長教師會親子黃昏燒烤現金收入 HK$3,300.00    HK$89,338.32  

 21/11 本年度會費 HK$41,750.00    HK$131,088.32  

 26/11 家長教師會親子黃昏燒烤水果   HK$210.00  HK$130,878.32  

 30/11 家長教師會親子黃昏燒烤物資   HK$586.00  HK$130,292.32  

 30/11 家長教師會親子黃昏燒烤食物   HK$5,814.60  HK$124,477.72  

 30/11 陸運會水果連運費   HK$1,213.00  HK$123,264.72  

 30/11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茶點   HK$1,750.30  HK$121,514.42  

 30/11 家長教師會親子黃昏燒烤禮物、糖水   HK$755.60  HK$120,758.82  

 30/11 家長教師會申請外界資助 HK$14,989.00    HK$135,747.82  

2015 11/1 家長教師會匙扣   HK$3,120.00  HK$132,627.82  

 21/1 聖誕聯歡會禮物   HK$751.10  HK$131,876.72  

 27/1 賀年食品製作按金 HK$20.00    HK$131,896.72  

 27/1 賀年食品製作   HK$172.60  HK$131,724.12  

 27/1 2014全年銀行利息 HK$0.45    HK$131,724.57  

 6/2 為中六同學打氣物資   HK$279.00  HK$131,445.57  

 6/2 家長小聚肥皂班物資   HK$568.30  HK$130,877.27  

 7/2 家教會會訊   HK$5,203.00  HK$125,674.27  

 12/2 家長教師會旅行日訂金   HK$8,004.00  HK$117,670.27  

 12/2 銀行服務費用   HK$100.00  HK$117,570.27  

 12/3 家長教師會旅行社餘額支出   HK$6,312.00  HK$111,258.27  

 13/3 家長教師會旅行水果   HK$133.00  HK$111,125.27  

 16/3 家長教師會旅行收入 HK$9,490.00    HK$120,615.27  

 18/3 家長教師會旅行抽獎禮物   HK$752.00  HK$119,863.27  

 18/3 家長教師會旅行集體遊戲禮物   HK$92.00  HK$119,771.27  

 18/3 家長教師會房間物資料(透明膠箱)   HK$219.90  HK$119,551.37  

 23/3 家長教師會旅行老師收入 HK$1,320.00    HK$120,871.37  

 26/3 家長教師會旅行活動 CD花絮   HK$97.00  HK$120,774.37  

 17/4 轉帳：支出儲蓄戶口，存入現金     HK$120,774.37  

 17/4 家長教師會大廚烹飪班   HK$94.80  HK$120,679.57  

 17/4 家長教師會旅行購買 CD碟   HK$118.00  HK$120,561.57  

 7/5 敬師日水果   HK$148.00  HK$120,413.57  

 3/6 家品用具   HK$356.00  HK$120,057.57  

 23/6 家教會會訊   HK$3,538.00  HK$116,519.57  

 30/6 活動按金 HK$20.00    HK$116,539.57  

 



《2015~2016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名單》 

顧 問 ： 許俊炎校監  梁國基校長 

主 席 ： 黃志毅先生 

副 主 席 ： 張鳳琪女士  梁美華老師 

秘 書 ： 謝美芝女士  梁大輝老師 

司 庫 ： 藍席嬈老師 

稽 核 ： 馬麗珠女士 

活 動 ： 何家燕女士  鍾露白女士  蔡靜文女士  胡慧敏老師 

出  版 ： 劉惠珍女士  高晴暖老師 

常 務 委 員  ： 霍鳳儀女士  黃  斐老師 

 

《2015~2016家長教師會活動計劃》※歡迎家長踴躍參加※ 

活動 日期 

飯盒供應商質素監察 不定期 

黃昏親子燒烤會 28/11/2015 

陸運會歡樂跑打氣及水果派發 3/12/2015 

聖誕聯歡會派禮物 22/12/2015 

接福花藝喜迎春(插花班) 22/1/2016 

製作心意咭為中六同學打氣 2/2016(待定) 

家長教育講座~子女拍拖，你怕什麽？ 11/3/2016 

親子旅行 12/3/2016 

參觀午膳供應商及試食 5/2016(待定) 

家長也敬師運動 5/2016(待定) 

泰好味烹飪班 5/2016(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