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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英文學校(中學部) 

家長教師會 

家/01/20 

敬啟者：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事宜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定於 2019 年 9 月 21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正在本校禮堂舉行，並依會章

以票選方式選舉第二十屆常務委員會家長委員。所有家長會員(附屬會員、永遠會員及榮譽會員除外)在

會員大會中有選舉及被選權，敬請各會員踴躍出席。 

   現將當日的程序表列如下: 

    1. 祈禱 

2. 致歡迎辭 

3. 會務報告 

4. 財政報告 

5. 通過會務報告及財政報告 

6. 致送感謝狀及頒獎 

7. 各候選人自我介紹 

8. 填寫選票及收集選票 

9. 唱票 

10. 委員退席互選 

11. 公佈互選結果 

12. 散會  

 

    請各家長會員填妥回條(家/01/20)，並囑 貴子弟於 9 月 5 日（星期四）交由班長收齊轉交校務處收

集箱。隨函附上本會會章及全年財政收支表。 

    此致 

貴家長會員 

 

                        慈幼英文學校(中學部)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劉燕玲 謹啟 

 

 2019 年 9 月 2 日 

  

 
 



                                                                                  家/02/20 

敬啟者： 

繳交家長教師會會費事宜 

    自慈幼英文學校（中學部）家長教師會成立以來，有賴學校及本校家長們的支持，歷屆活動得以順

利進行。根據本會會章，凡在本校就讀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均為本會會員，享有一切會員的權利及義

務。家長會員每年須繳付會費港幣五十元正，所有會費將會作為本會常務經費開支，包括：學術講座、

學生獎勵金、印刷會訊及通告等。 

    在此，本會再次熱烈歡迎大家加入家長教師會，參與會內舉辦的各項服務和各項文娛康樂活動。由

於今年的會費將由各位家長在學期初繳交給學校的雜項費用中扣除，但同校兄弟只需由 低年班 的學生

繳交一次會費，所以請家長填妥回條(家/02/20)，並囑 貴子弟於 9 月 5 日（星期四）交由班長收齊轉交

校務處收集箱，以便本會按家長填報的資料扣除所需款項。 

   此致 

貴 家 長 

                                                                  慈幼英文學校（中學部）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劉燕玲  謹啟 

2019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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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03/20 

敬啟者：                                              

招募家長教師會委員事宜 

     慈幼英文學校（中學部）家長教師會成立至今，在新的學年便踏入第二十屆，一直得到本校家長

的大力支持，令歷屆活動得以順利進行。活動背後，有賴各家長教師會委員群策群力，活動推陳出新，

為迎合各會員及學生的需要而努力。 

     本校家長教師會設有常務委員會，每年由家長自薦或提名選出七位常務委員，和校方委任的七位

老師合作推行會務。另外，本會亦設有三個工作小組，過去的工作都能夠促進家長與校方合作，為慈幼

學生的成長作出貢獻。 

     新學年開始，我們誠意邀請你們加入常務委員會和工作小組的行列，為我們的孩子共同努力。為

方便統籌，有興趣參選者，請立即填妥回條(家/03/20)並囑 貴子弟於 9 月 5 日（星期四）交由班長收齊

轉交校務處收集箱，本會不接受即場報名參選，我們渴望你們能積極地回應。 

   此致 

貴 家 長 

                                         慈幼英文學校（中學部）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劉燕玲 謹啟 

2019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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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幼英文學校(中學部) 

家長教師會 

家/04/20 

敬啟者： 

招募家長義工事宜 

本會成立以來，籌辦多項文娛康樂活動，還有協辦校內多項服務計劃，以上各項活動得以完滿舉行，誠

蒙各家長義工鼎力支持。去年本會舉辦的活動有：中一家長參觀校園、親子旅行、中一、中二及中三舊

書買賣、家長興趣班等……而協辦校方活動有：龍情午間派對、中二級學習服務計劃、學校推廣日、中

一學生口述閱讀報告、中一家長迎新日等。 

 

 

新的學年又再開始，籌辦的活動將會陸續推出，除有賴各委員努力策劃外，更需要大量家長義工全力支

持，才可使各項活動得以順利舉行。本會現開始招募新學年的家長義工，希望各家長能抽出寶貴的時間

踴躍參與，群策群力，家校一心，為我們的孩子締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 

 

 

各位家長，如有意參加義工隊伍，歡迎閣下踴躍報名。如需您們協助任何活動前，均有籌劃委員事先與

您們聯絡，好使活動能妥善安排。現任的家長義工亦請重新報名以便更新聯絡資料。另外，使家長義工

們在協助活動期間得到適當的保障，校方會為所有家長義工在學年初購買保險，希望有意成為本校義工

的家長在回條中註明同意或不同意校方向保險公司提供閣下的姓名及身份証號碼以作投保之用。 

 

 

請有意參加義工的家長填妥回條於 9 月 5 日（星期四) 由 貴子弟交班長轉交校務處收集箱。  

 

此致 

貴家長會員 

 

慈幼英文學校（中學部）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劉燕玲 謹啟 

2019 年 9 月 2 日 



回條(家/02/20) 

敬覆者： 

本人謹悉 貴會通告(家/02/20)有關繳交家長教師會會費事宜。 

(註：同校兄弟只需由 低年班 的學生繳交一次會費。)  

此覆 

慈幼英文學校(中學部)家長教師會第十九屆主席                

劉燕玲女士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___  學號: _______ 

就讀本校兄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___  學號: _______ 

就讀本校兄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____ 學號: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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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條(家/01/20 及 家/03/20) 

敬覆者﹕ 

本人謹悉  貴會通告(家/01/20)有關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舉行事宜，並  * 會 / 不會  出席大會;   

本人謹悉  貴會通告(家/03/20)有關家長教師會招募委員事宜，並 * 願意 / 不願意  參選第十九屆家

長委員。 (註: *: 請刪除不適用者。)  

 

有意參選成為家教會家長委員，請以不超過 150 字來簡介自己及參選抱負，使每位投票會員能夠認

識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覆 

慈幼英文學校(中學部)家長教師會第十九屆主席                

劉燕玲女士 

 

家長會員姓名(正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會員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________ 學號: _____________ 

 

家長會員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宅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2019 年 9 月______日 

( 註: 三份回條在交回時不須分開◦ ) 



家/04/20 

慈幼英文學校(中學部) 

家長教師會 

家長義工申請表格 

本人 願意 參加家長義工活動及 

  � 同意校方向保險公司提供本人的姓名及身份證號碼作投保之用 
     本人身份証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不同意校方向保險公司提供本人的姓名及身份證號碼作投保之用。 
選擇可義務工作時間 (可選多於一項，請在方格內加。) 

平日上午 平日下午 星期六上午 星期六下午 星期日 

        
註 : 1. 歡迎需輪班工作家長參與。 

2. 如需您們出席任何活動前，均有籌劃委員先與您們聯絡，讓您們預算能否出席當天之活動。 

家長會員姓名(正楷)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全名(必須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多於一位學生就讀,請先填寫最年幼的. 

1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 

2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 

與學生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會員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宅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注意, 義務工作活動主要以 whatsapp 群組通知） 
是否有興趣加入慈幼中學家長 whatsapp 聊天室 (純家長聊天作用, 非義工活動聯絡之用)? 

 � 是 。負責人會稍後聯絡閣下  
 � 不, 謝謝 
是否有興趣參加慈幼家長教師會合唱團? 

 � 是 。負責人會稍後聯絡閣下  
 � 不, 謝謝 
是否有興趣擔任家長興趣工作坊義務導師?  

 � 是 。負責人會稍後聯絡閣下  
可分享技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不, 謝謝 
此覆 
慈幼英文學校(中學部) 

家長教師會第十九屆主席 
劉燕玲女士 

家長會員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2019 年 9 月_____日   

 
閣下也可用以上 QR code 進入 
google form 填寫,  
如閣下已利用 google form  
填寫遞交, 不必重複遞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