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第二十二屆 家長教師會 會員大會
邀請信
各位親愛的中二級家長：
第二十二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將於十一月七日(星期六)假本校禮堂舉行，當天程序如下：
時間

程序

2:50-4:00pm



與中二班主任面談

4:00-4:30pm









有關修改章程事宜及進行投票
第二十一屆家教會主席致工作報告
頒發感謝狀與第二十一屆家教會委員及家長義工
頒發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嘉許狀
第二十二屆家教會執委會候選家長委員自我介紹
各會員進行投票，隨即點票
宣佈獲選名單及頒發委任狀

4:30-5:00pm

隨信附上候選家長委員簡介，

閣下亦可瀏覽本校網頁內「最新資訊」，網址是

www.hkmakslo.edu.hk，選擇「團體組織」後，進入「家長教師會」網頁。
我們恭候 閣下蒞臨是次會員大會並參與投票。若

閣下未能親身出席投票，可填寫授權

書(見附件)並交回校務處，授權選舉委員會主席代為投票。
謝謝你的支持和參與。
家長教師會選舉委員會主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林敏妮
謹啟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一日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第二十二屆 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
候任家長委員資料
候任家長委員資料
編號

姓名

在校子女
姓名、班別

資歷及工作經驗




1

2

3

4

5

鄒聰慧
(Grace)

梁家欣
(Yanmi)

連思紅
(蘇菲)

黃少娟
(Anita)

何慧玲
(亞 Ling)

林煦明
(6A)









過去 5 年擔任本校家長教師會委員 由女兒中一開始，就開始擔任本校家
擔任元朗區義工超過十年，曾得元 委，今年是最後的一年，過去參與了很
朗傑出義工獎
多活動籌備工作，從中學習很多之餘，
亦結識了一眾家長，得到了很多的快
樂。希望今年有幸得到大家的支持，讓
我繼續作為委員，可以為家長及學校服
務。






本人曾在東華三院梁昌安老院參 加入家教會三年了，在這三年裡，參加
加義工服務一年
過學校各方面的活動，親身體會到學校
現於保良局服務有需要人士
對學生的發展作出了大力的支持，能夠
2017 及 2018 年家教會委員
深入了解和接近學校，並參與其中，使
2019 年擔任家教會副主席
我感到無比的興奮和責任感。希望新的
學年能繼續發揮本人的微薄力量，為學
校服務，為同學加油！





2017 年家教會委員
2018 年擔任家教會副主席
2019 年擔任家教會主席



本人積極參與女兒及兒子小學組 本人加入家長教師會已兩年，在過去的
織的各項義工服務
兩年裡，不僅親身體驗到校方對學生全
2017-2020 擔任家長義工
面發展付出的努力及支持，也由於參與
2018-2020 期間擔任家長教師會執 了各方面的活動更加明白了家校合作
行委員及義工統籌
的重要性。
能夠參與學校的工作，本人感到十分榮
幸，希望在新學年仍可成為家教會執委
成員，繼續為校服務。

鄧 喆
(4B)

陳熙汶
(4C)
陳鎰希
(1A)

光陰似箭，不知不覺在羅桂祥中學這個
大家庭已第六個年頭，女兒也中六了，
六年裡與家教會委員共事，會議上一起
討論，一起籌備活動，集合不同意見，
務求完美。今年是我最後一年參選，希
望繼續盡點點綿力，做好家長與學校之
間的溝通橋樑，發揮家校合作精神。




莫曉穎
(6B)

廖君韶
(4B)

2015-2020 年家長教師會委員
2017、2018 及 2020 年家長校董
房屋委員會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
委員
香港家長協進會秘書
新生會康齡服務工作小組委員
新生會安泰軒復元工作小組委員
元朗區傑出義工冠軍
第一屆香港十大傑出家長
香港和諧家庭
社會福利署義務工作十年服務獎

參選原因 / 抱負



本人參與家教會三年以來，積極組織並
參與各類活動的策劃和各項義工活
動。學校的核心價值是「關顧與卓越」
，
我也希望通過家校合作，共同關注學生
需要，彼此反映意見和心聲，建立有系
統的家長聯絡網絡，達至「溝通橋樑」
的作用。希望能以我三年的家教會工作
經驗繼續為大家服務。




6

羅秀清
(大清)

黃靖容
(3A)







7

楊偉英
(冼太)

冼庭威
(3B)





8

陳惠敏
(Emily)

吳溢希
(2B)
吳溢朗
(1D)










9

聞毅晨
(Eunice)

本人積極參與女兒小學組織的各 在學校當義工已有兩年時間，對學校有
項活動及義工服務
了一定了解。現希望透過參與家長教師
2018 至 2020 年在羅桂祥中學擔任 會的義務工作，可加深對學校認識，透
義工，主要工作是協助日常剪報服 過助人自助的服務精神，以身作則，教
務、籌備開放日活動等
導身邊孩子。
在健障互匡會擔任義工，到上水，
粉嶺和天水圍等區，免費派愛心飯
盒給長者
本人曾參與兒子小學的各項義工 在這兩年裡，我和其他家長委員一起擔
服務
當學校和家長之間的溝通橋樑，並與老
2018 年兒子升中一，本人擔任家教 師一起商討各種活動事宜，例如鼓勵新
會執行委員及參與義工活動
加入的家長義工們積極協助學校舉辦
2019 年家教會委員及義工統籌
活動及家長興趣班等。在這過程中，自
己成長了很多。時間過得真快，兒子升
讀中三了！我仍希望繼續成為家長委
員，和其他家長委員一起帶領家長義工
們協助學校辦好各種大型學生活動，讓
學生們更加健康茁壯地成長。家長通過
參與學校的義工活動及家長興趣班，可
以加強了對學校的了解，亦可以增加互
相交流、分享的機會，讓我們不斷的成
長！
本人畢業於香港教育學院，現修讀中 本人希望藉此加深認識學校的理念和
華神學院「聖經研究學士」
未來發展的方針。同時，更希望作為學
現於教會任職福音幹事，主要負責行 校與家長間的橋樑，加強彼此間的溝通
政、推動及策劃工作，經常帶領不同 和合作。故此，本人希望加入家教會盡
群體，包括青少年、在職青年、婦女 一點綿力，與孩子同心同行。
及長者
本人從事幼兒教育工作超過二十多
年，主要工作是教導及啟發孩童學習
知識及塑造品格
本人亦曾多次協助學校帶領學生到
外地進行跨境學術交流，亦在不同活
動中擔任義工角色一職
在女兒就讀的幼稚園期間參與學校
義工隊
參與女兒小學組織的各項賣旗活動
與各項義工活動
參加護老院院舍探訪活動

朱祉縈
(1E)

*以上候選人編號是根據子女就讀年級及班別排序

本人熱愛教育工作，希望透過參加學校
的家教會的工作，可以：

憑藉良好的溝通，協調家長解決
在校子女的共同關注的問題

推動同學課餘的培訓和發展，啟
發個人自信和健康成長

關心和扶持學校與家庭教育事業
發展，支持學校教育工作

促進學校與家庭建立更加密切的
聯繫

反映廣大家長的要求，讓學校及
時瞭解家長心聲

積極帶領家長參加學校組織的活
動及家長教師會活動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第二十二屆 家長教師會 會員大會
回條
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二屆選舉委員會主席：
甲部：
本人亦已知悉十一月七日(星期六)的中二級班主任面談環節，並

會 / 不會出席中二級班主任面談環節

乙部：
本人已收到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二屆會員大會程序及候任家長執行委員資料簡介，並

會出席十一月七日(星期六)的第二十二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及投票
或

未克出席十一月七日(星期六)的第二十二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及
會 / 不會授權選舉委員會主席代本人投票。(*若同意授權請填寫以下的授權書)
*投票授權書
本人_____________為____班_____________(學生姓名)的家長，茲委託家長教師會選舉
委員會主席為受託投票人，代表本人出席於 2020 年 11 月 7 日舉行之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
祥中學第二十二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及於大會中進行投票，選出第二十二屆執行委員會
的家長委員。

授權人簽名:
二零二零年

月

日

本授權書必須於 2020 年 11 月 3 日 5:00p.m.前交回本校校務處，方為有效。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 (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零年

月

日

)

本通告必須交家長閱覽，並於三個上課天
內將回條交與班主任存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