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

家教會通告 03/2020

【第二十六屆常務委員會家長委員選舉】
敬啟者：
因疫情反覆，原定於 2020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五）晚上舉行的第一學期家長晚會及家長
教師會會員大會將會取消。而第二十六屆常務委員會家長委員選舉，將於 2020 年 10 月 19 日
(星期一)至 2020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正進行，投票細則如下：
1. 投票人資格
1.1 所有本校現有的學生家長均符合資格參與投票。所有合資格投票人都享有同等的投
票權。
1.2 每名家長不論其就讀本校子女的數目，只可有一票，並以個人身份投票。除父母
外，如學生另有監護人或實際管養該學生的人，在符合規定及在其要求下，也給予
選票。
2. 投票方法：
2.1 為確保選舉公平，投票須以不記名方式進行，即投票人不得在選票上寫上自己的姓
名或任何辨識身份的符號，亦不得讓其他投票人目睹自己的投票意向。
2.2 為識別選票為正本，每張發出之選票須蓋上家長教師會印鑑。
2.3 校方為選舉設置投票箱，投票箱將會上鎖，鎖匙由選舉主任保存。
2.4 投票期內家長將選票放入特定信封，封妥交子女帶回學校予班主任收集後放投票
箱。
3. 點票程序：
3.1 於 2020 年 10 月 23 日下午 5 時正在本校金禧學習資源中心安排點票。點票工作將
在第二十五屆的家教會委員會監督下進行，屆時歡迎所有家長、各候選人及教師出
席，見證點票工作。
3.2 如有以下情況，選票當作無效：
3.2.1 選票上所投的候選人數目超逾九人；或
3.2.2 選票填寫不當；或
3.2.3 選票加上可令人找出投票者身份的符號；或
3.2.4 選票並非正本或選票未有蓋上家長教師會印鑑。
4. 公佈結果：
選舉結果將透過學校網頁及家長通告通知所有學生家長及各候選人。獲得最高票數的 9
名候選人將獲選為第二十六屆常務委員會家長委員。
請 貴子女於 10 月 23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將選票交回班主任。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2342-2954 聯絡選舉主任何穎文副校長。

此致
各家長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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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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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頁一
家長教師會候選人之簡介

1 楊永軍先生之個人簡介 (1B 學生楊羚之家長)
○

大家好！本人是 1B 班學生楊翔之家長—楊永軍。今年新加入基智大
家庭，參加家教會是希望對子女成長的環境多加了解。本人過往也有
參加過兒子小學及幼稚園的家教會，但因輪班工作關係，只在數次活
動中參與過幫助。希望能加入基智家教會多參與工作，謝謝！

2 吳惠琼女士之個人簡介 (1D 學生葉心悅之家長)
○

大家好！我是 1D 班葉心悅家長—吳惠琼，是第一次參與家教會。女
兒剛踏上中學，進入另一個學習階段，迎向新挑戰。本人為更了解學
校，並樂意與其他家長會員同心合力，期望學生在一個健康的環境下
成長！多謝大家！

3 鄧月嫦女士之個人簡介 (2B 學生鄒尚羲之家長)
○

大家好！我是 2B 班鄒尚羲家長—鄧月嫦。在過去一年，我見到兒子
的改變和成長，令我想更多了解學校。此外，我亦希望與家長分享兒
子在青春期所面對的問題和難處。希望基智的學生能健康快樂地成
長！希望大家投我一票！多謝！

4 林燕萍女士之個人簡介 (2C 學生黃浩壹之家長)
○

大家好！我是 2C 班黃浩壹的家長。今年是兒子第二年在基智學校學
習。相信每位家長也希望學校和小朋友互相有更深更多的了解，在
六年的中學生活，小朋友快樂起步，展開在基智寶貴的學習經歷。
我希望可以參與家教會工作，為這個家校互相交流的平台服務。
我在過去幾年積極參與兩位小孩的學校活動及舉辦親子興趣班，如
曲奇製作、麵包烘焙班。希望我能為各位，舉辦同類型的家校活動，
藉此拉近師生和家長關係，共學共長。
透過參與及推動學校活動，我希望感染身邊更多家長參與學校活動，
在良好的家校協作下，讓小朋友在快樂、健康和關愛的環境下成長。
謝謝各位支持！

5 蔣小蘭女士之個人簡介 (3A 學生羅鈞勇之家長)
○

大家好！我是 3A 班羅鈞勇家長—蔣小蘭。不知不覺間已經在基智中
學的家教會裡服務了兩年，也參與和協助學校舉辦各種活動。這也讓
我明白家長和學校之間的聯繫是不可或缺的，雙方共同發展，打造良
好的學習環境，讓孩子們安心學習，達成雙贏。希望大家支持並投我
一票，讓我可以繼續為學校服務，促進學校的學習氣氛，謝謝大家！

6 李惠誼女士之個人簡介 (3B 學生游舒蓉之家長)
○

大家好！我是 3B 游舒蓉的家長—李惠誼。我是第一次參加家教會，
本人樂意與人溝通，並熱心義務工作，希望大家支持，投我一票，
多謝大家。

7 鄺梓萱女士之個人簡介 (3C 學生趙碩禧之家長)
○

大家好！本人是 3C 班趙碩禧的家長。兒子升中三了，在疫情的影
響下，相信各位家長都擔心孩子的學習進度及心智發展等等問題。
感恩兒子能在基智中學讀書，明白「識真理，得自由，而服務」的
校訓宗旨，領略全體老師、同學們、家長們的互相關愛，傳達正能
量，繼續努力渡過這個疫情，孩子們健康快樂成長。謝謝基智中學
的全體老師及員工的辛勞。非常感恩過往兩年能當選為家教會委員
一職與各位委員共事，獲益良多。誠懇希望通過本次競選，與學
生、家長及學校加強溝通，支援學校，聆聽家長及同學心聲，為家
校合作出一分力。誠邀各位家長能抽出寶貴的時間參與學校或家教
會舉辦的座談會及工作坊。謝謝大家的支持!
8 林錦煥女士之個人簡介 (3C 學生張子鋒之家長)
○

大家好，我是 3C 班張子鋒家長—林錦煥，也是上一屆的委員兼秘書。
在過去的一年裡，雖然家教會很多活動都因各種原因而停辦，不過家
教會都盡力為大家服務，例如捐助遭遇家庭巨變的同學和在疫情中派
發抗疫物品等等。
希望今屆我繼續能為大家服務，為學校和學生出一分力，能成為家長
與學校之間溝通的橋樑，家校齊心，實現「家」與「校」的雙贏局面，
共同為孩子創造美好的學習環境。在此我希望大家能夠投我一票，可
以給我繼續為家教會及大家服務的機會，多謝大家。

9 朱淑玲女士之個人簡介 (4D 學生何焯然之家長)
○

大家好！我係 4D 班何焯然的母親—朱淑玲。我是一名半職的家庭主
婦，本人有做兼職的工作，但主要以照顧好家庭和兒子為首。
本人由兒子入讀小一開始，已於學校內參與家長義工服務和擔任家教
會委員職務，並且於東華三院與兒子一同參與義工服務。
由兒子入讀基智中學中一開始，本人也幸運地能加入家教會這個大家
庭，並且成為家教會委員之一，在這三年裡能和其他家長一起參與服
務及一起準備學校的活動，真是獲益良多。
又到了新一年家教會的選舉，本人好希望能得到各位家長的支持，能
夠繼續連任下一屆的家教會委員，能夠與其他家長和教師們一起發揮
家校合作的精神！希望各位家長可以投我一票，多謝各位！

10 沈穎麗女士之個人簡介 (4D 學生陳志成之家長)
○

大家好，我是 4D 陳志成家長—沈穎麗，第一次參加家長教師會委員
選舉，感恩大家支持，並投我一票。本人喜歡唱歌跳舞，樂意與人溝
通分享，願意參與學校與子女互動，為兒子學習獲取更多更好的資訊，
感恩有你們。

11 廖麗嫻女士之個人簡介 (5B 學生何柏然之家長)
○

大家好！本人是 5B 班何柏然家長—廖麗嫻。不經不覺參加家教委員
已四年，過往可以成為家長校董及家教會主席，多謝大家的支持！我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讓我可以繼續以一顆熱衷的心及以過往累積的
經驗為學校、家長及同學服務，促進家校合作，達致家校共融，營造
一個更良好的環境，讓子女身心健康地成長！
請投我廖麗嫻一票，多謝大家！祝大家生活愉快！同學學業進步！

12 王丹女士之個人簡介 (5B 學生梁曉恬之家長)
○

我是 5B 班梁曉恬的媽媽—王丹。感謝校長、老師和家長的信任，很
榮幸上屆能成為家教會的成員之一，使我與學校連結更加密切，溝通
更為方便。很開心我的孩子能在這樣溫暖而輕鬆的環境下快樂成長。
希望本人亦能繼續為學校及同學們服務。

13 蕭秀壇女士之個人簡介 (5B 學生蘇烯婷之家長)
○

大家好！我是 5B 班蘇烯婷家長—蕭秀壇。很榮幸四年來一直成為基
智中學家教會委員，盼望本年也可以再次為學校服務，與學校及家長
做好溝通橋樑，讓學生有個開心快樂校園學習成長，並協助學校開展
活動義工服務。本人也是觀塘區家長教師聯會理事及香港國民教育理
事，盼望本年本人也能再為學校及學生們略盡綿力。多謝大家！請投
我一票。

14 詹忠玲女士之個人簡介 (5D 學生鄭紫晴之家長)
○

大家好!我是 5D 班鄭紫晴媽媽，好高興又有這個參選的機會，之前參
與家教會工作已有三年，並參與籌備了不同多元化活動，使家長對學
校有更多的認識。本人希望藉著過往的經驗能再次為學校、家長盡一
點綿力，希望透過家教會這道橋樑，使家校合作達致共融，建立一個
健康和諧的校園。

15 徐燕萍女士之個人簡介 (6D 學生郭娉婷之家長)
○

大家好!本人徐燕萍是一名家庭主婦，小女郭娉婷現就讀 6D 班。我已
經參與家教會為委員多年，非常榮幸現在能為基智中學擔任家教會副
主席，而且也是法團校董會委員。本人透過協助學校舉辦多類型活動，
從而了解學校教學宗旨及方針。在此衷心感謝各位家長及老師過往對
本人支持。
本人定必以我所識，盡我所能，全心為家教會服務。
懇請各位繼續支持。多謝!

中華基督教會基智中學家長教師會
家教會通告 03/2020
【第二十六屆常務委員會家長委員選舉】
選

票

選舉方法：
1. 請於下列候選人名單中選出不多於 9 位常務委員會「家長委員」。
2. 請於候選人姓名右方之空格內加「」，若選多於 9 位則作廢票論。
3. 是次選舉採不記名方式，投票人請勿填寫姓名或簽署，否則作廢票論。
1
○

楊永軍先生

2
○

吳惠琼女士

3
○

鄧月嫦女士

4
○

林燕萍女士

5
○

蔣小蘭女士

6
○

李惠誼女士

7
○

鄺梓萱女士

8
○

林錦煥女士

9
○

朱淑玲女士

10
○

沈穎麗女士

11
○

廖麗嫻女士

12
○

王丹女士

13
○

蕭秀壇女士

14
○

詹忠玲女士

15
○

徐燕萍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