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第十屆家長教師會
2015-2016年度第六次會議紀錄

出席者:(老師) 朱偉明校長,陳佳,葉雅紅,吳麗莉,林天樂,陳敏瑜,林國強,黃中立,鄒運清,
關重嫻,馮景堂,林炳輝,盧耀光,余美芳,劉婉雯,鄧佩珊,劉惠玲,劉國業,劉建國
家長(出席者): 文耀宗,邵鳳影,鄺錦華,李鳳如,陳亞來,馬雪屏,亞文,蘇海燕.

活動日期：2016年8月27日

時間：下午3:00

主持: 文耀宗

1.

通過 2015-2016 年度第五次會議紀錄

2.

檢討及報告事項

地點：G22室

記錄: 鄺錦華

動議: 馬雪屏

報告事項:
2.1 2016-2017 補選第十屆家長委員名單。(附件 1.1)
~ 一致通過補選委員名單.詳情請閱附件 1,1

和議: 林國強
負責人
主席黃綺紅
/各成員
林國強老師

2.2 2016-2018 家長校董名單。(附件 1.2)
~ 恭賀當選: 家長校董 文耀宗先生 / 家長替代校董 黃秀麗女士)
2.3 初中舊課本回收的情況。(附件 2)
~ 持有的書券可在 9 月 5 日換領文具或校薄。謝謝大家支持環保.
2.4 籌備中秋追月聯歡晚會的情況。(附件 3)
~ 已成立中秋籌備小組.誠邀 4 位家長參與籌備活動.家校合作
~謝謝 4 位新家長支持配合!家長成員:鐘彩霞,蘇海燕,馬雪屏,邵鳳影.
2.5 今天本校迎新日暨本會週年會員大會流程。(附件 4)
~ 詳情請參閱附件 4.
2.6 本會將會申請家庭與學校合作委員會活動計劃資助，
詳情如下：$5267 經常津貼
$5000 x 2 項校本籌辦活動
$10000 x 1 項聯校活動
截止申請日期: 7/9/2015 前
~ 已申請.
2.7 2016-2017 新學年起鄒運青老師，將會協助本會參與統籌工作。
~ 歡迎鄒運清老師加入 PTA 工作.預祝工作愉快.
3.

討論事項
主席黃綺紅
/各成員
林國強老師

4.

財務報告及通過財務撥款

葉雅紅老師

4.1 追撥初中舊課本回收開支$500

主席黃綺紅

~一致通過.

/各成員

4.2 2016-2018 家長校董選舉開支$500。
~一致通過.
4.3 最新財務報告。(附件 5)
~一致通過.

5. 其他事項

6 臨事動議
7 下次會議日期及時間

2016 年 10 月 7 日

下午:6 時

2.1 2016-2017 補選第十屆家長委員名單。(附件 1.1)
主

席 Chairman

黃綺紅女士

副主席 Vice Chairman

文耀宗先生

文

鄺錦華女士

書 Secretary

副文書 Deputy Secretary

李鳳如女士

司

陳寶珍女士

庫 Treasurer

副司庫 Deputy Treasurer

邵鳳影女士

康

溫昭文先生

樂 Recreation Coordinator

副康樂 Deputy Recreation Coordinator

雷雨女士

學

黃秀麗女士

術 Academic Coordinator

副學術 Deputy Academic Coordinator

龔英皓女士

總

郭麗萍女士

務 General affairs Coordinator

副總務 Deputy General affairs Coordinator

陳亞來女士

常

林衛紅女士

委 Committee Members

副常委 DeputyCommittee Members

馬雪屏女士

聯絡及其他族裔顧問 Multicultural Coordinator

亞

聯絡 Coordinator

蘇海燕女士

聯絡 Coordinator

鍾彩霞女士

聯絡 Coordinator

張惠倆女士

聯絡 Coordinator

FRANKLIN 先生

文先生

2.2 2016-2018 家長校董名單。(附件 1.2)
(家長校董 文耀宗先生 / 家長替代校董 黃秀麗女士)
2.3 初中舊課本回收的情況。(附件 2)
已參與初中舊課本回收運動的同學
您們好!
10/7 家長日當天接見完班主任，並獲得書券後，升中二或升中三的同學，請於上午 10:00 正，前往有蓋操
場換取課本。而升中四或如當天未能出席的同學，持有的書券可在 9 月 5 日換領文具或校薄。
如有查詢請與鄒運青老師、陳佳老師或林國強老師聯絡，再次多謝大家的支持！

2.4 籌備中秋追月聯歡晚會的情況。(附件 3)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第十屆家長教師會
中秋追月聯歡晚會通告 PTA01

中秋佳節，普天同慶。本會將舉辦中秋迎月聯歡晚會，藉此讓家長與老師得以相聚。去年参加者非常踴躍，
名額有限，欲免向隅，請盡快報名，有關資料如下：
1.日期：9 月 23 日(星期五)
2.時間：下午 6 時 30 分至晚上 9:00 時正
3.地點：本校 4 樓禮堂
4.形式：自助餐
5.費用：$80 大小同價 (家長陪同參與的新同學，衹需繳付半價，綜援或全額資助同學免費。)
6.截止：9 月 12 日
7.節目：燈謎、遊戲、幸運抽獎、卡啦 O.K 嘉賓表演
8.備註 : 為支持環保! 本會望希各參加者能自備餐具，拒絕使用即棄餐具。謝謝!
此致
貴家長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第十屆家長教師會謹上
二零一六年九月一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教會主席黃綺紅

校長 朱偉明

----------------------------------------------------------------------------------------------------------------------------

通告 PTA01回條
本人

參加

/ 不參加

中秋迎月聯歡晚會

費用:家長陪同參與的新同學$40
其他學生$80/家長$80

學生姓名 :

合共 (
)人
合共 $_______

班別: 中_____班

學號:_____

家長簽署:
學生欲申請【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津貼理由如
下：請在適當方格加 
 現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現正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全額資助」
 現正領取『學生資助辦事處半額資助』
/經濟有困難。(家長需另外以書面申請)

聯絡電話:
2016 年 9 月

日

※不論參加與否，學生必須將此回條於 12/9/2016 前交給班主任。煩請班主任將參加者名單及費用交 B 房葉
雅紅老師。謝謝!!※

2.5 今天本校迎新日暨本會週年會員大會流程。(附件 4)

4.2 最新財務報告。(附件 5)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家長教師會
2015-2016 年度
2016 年 8 月 6 日會議財政收支報告
教育局撥款
摘要

M

收入

支出

總結

經手人

2015-11-25 經常津貼
2015-11-25 家校合作活動津貼一

$5129.00

林國強

$5000.00

林國強

$5000.00

林國強

4

2015-11-25 家校合作活動津貼二
2015-11-25 合辦家校合作活動計劃津貼

5

2016-02-29 家校合作活動津貼一(塔門旅行)
2016-05-31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特別津貼

$5000.00 $20129.00 林國強
$5000.00
$25129.00 林國強

1
2
3

6
7
8
9

$25129.00 林國強

$10000.00

2016-07-14 家校合作活動津貼二(清遠之旅)
2016-07-14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特別津貼(南
生圍)

$5000.00 $20129.00 葉雅紅
$5000.00 $15129.00 葉雅紅

2016-07-14 合辦家校合作活動計劃津貼(美國交流)
2016-07-14 印製會訊

$10000.00 $5129.00 葉雅紅
$2800.00 $2329.00 葉雅紅

10 2016-07-14 肥皂飾物製作班
11 2016-07-14 PTA 海報 x 4

$1593.10 $735.90

葉雅紅

$579.00

$156.90

葉雅紅

12 2016-08-12 愛心茶座用品

$156.90

$0.00

林國強

學校會費
編
號

日期

摘要

收入

支出

上學年結餘
A1 2015-11-25 中秋晚會收入

$8008.00 $5871.80 葉雅紅

盆菜宴支出

$12271.80 葉雅紅

$6400.00
$400.00

$11871.80 葉雅紅
$23491.80 葉雅紅

$11620.00

塔門旅行支出
A5a 2016-04-21 盆菜宴支收入

$13879.80 葉雅紅

$6702.50

A3 2015-12-03 卡片
A4a 2016-02-29 塔門旅行收入

經手人

$7177.30 葉雅紅

A1 2015-11-25 中秋晚會支出
A2 2015-11-25 學校撥款

總結

$12385.00 $11106.80 葉雅紅
$24906.80 葉雅紅

$13800.00

16229.40 $8677.40 葉雅紅

A6 201-05-30 敬師日果籃

380.00

$8297.40 葉雅紅

A7a 2016-07-14 資助中文科朗誦比賽

$2473.00 $5824.40 葉雅紅

A7b 2016-07-14 資助英文科朗誦比賽

$2466.40 $3358.00 葉雅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