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教會通告 NO.043/19-20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家長教師會 

有關「第十屆常務委員選舉投票」事宜 

各位家長： 

    本屆家長常務委員任期行將屆滿，經過公開招募後，本會共接獲 19位家長參與第十屆常務委員選

舉，現將進行投票選出 15個家長委員，任期由 2020年 9月 1日至 2022年 8月 31日止。 

    按本會會章規定，所有本校學生的家長均符合資格投票，每名家長不論其就讀本校子女的數目，只

可投一票(如家長有兩名或以上子女於本校就讀，則由較低年級的子女領取選票)，並以個人身份投票。

故每名學生將獲發選票一張。隨函附上候選人資料，經 貴子弟轉交各位家長。敬請填妥回條，確認已

收到選票，著  貴子弟於 7月 6日交回班主任。有關投票、點票程序詳列如下： 

 一. 投票日期：2020年 7月 6日(星期一) 

 二. 投票時間：早上 7:15-11:00 

 三. 投票方法：1. 為確保選舉公平，投票以不記名方式進行，投票人不得在選票上寫上自己的姓 

                  名或任何可辨識身分的符號，亦不得讓其他投票人目睹他投票給哪一位候選人。 

               2. 家長可親身或交  貴子弟帶回填妥之選票，將選票對摺，投入設於學校 A門或 B   

                  門之投票箱內。 

 四. 如遇以下情況，選票作廢： 

 1. 選擇的候選人數目超過 15個；或 

 2. 選票填寫不當(包括用號以外的其他符號、選票遭刻意塗污等）；或 

 3. 選票加上可令人辨識投票者身份的符號或文字(如投票者姓名或簽署);或 

 4. 逾期交回之選票 

 五. 點票安排：1. 本會將於投票日當天上午 11:00正於 1/F活動室進行點票，歡迎各候選人及各 

                  位家長到場列席監票。 

               2. 獲得最多選票的 15位候選人，將成為第十屆家長常務委員。 

 六. 公佈結果：稍後將以通告向全校家長公佈選舉結果。 

     如對選舉事宜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327 3332）與林副校長聯絡。 

 

校長：        謹啟             家長教師會主席：          謹啟 

         黃 綺 霞                                      麥潘慧君 

二零二零年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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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教會通告  NO.043/19-20 

(回條請交回班主任辦理) 

回    條 

有關「第十屆常務委員選舉投票」事宜 

覆慈雲山天主教小學家長教師會主席： 

    有關「第十屆常務委員選舉投票」事宜，本人業已知悉，並已收妥一張選票。 

         

      班學生                (   )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零年七月      日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家長教師會 
第十屆家長常務委員選舉 

                              候選人簡介 
1號候選人 
姓名：鄭鴻先生   職業：資訊科技經理(高等教育界) 
就讀本校子女姓名：1B鄭傑修 
 
專長及曾參與家教會之工作經驗： 
1. 規劃電子學習、STEM、創造新知識，規劃資訊科技工程及項目管理等。 
2. 曾擔任保良局金卿幼稚園家長教師會司庫 
 
對家教會之期望： 
期望通過學校與家長緊密聯繫和合作，建立良好教育環境，和建立正面的價值
觀，如多表揚學生內心的美善、待人有禮、抗逆力、創造新知識及正向思維。 

 

 
2號候選人 
姓名：楊淑儀女士   職業：理財顧問 
就讀本校子女姓名：1C譚彥承 
 
曾參與家教會之工作經驗： 
1. 現任家教會文書(2018-2020) 
2. 曾任午膳家長義工、圖書館故事姨姨、校運會家長義工 

 
對家教會之期望： 

透過參加家教會，期望能帶給老師及學生有更豐富的校園生活。 
 

 
3號候選人 

 
4號候選人 
姓名：陳經天先生   職業：公務員 
就讀本校子女姓名：2D陳一心 
 
曾參與家教會之工作經驗： 
曾擔任家長義工 
 

對家教會之期望： 
期望通過家教會讓更多家長參與學校的教育工作。 
 

 

姓名：梁芬英女士   職業：家庭主婦 
就讀本校子女姓名：2B 李汶宜 
 
曾參與家教會之工作經驗： 
曾擔任故事姨姨、校運會家長義工 
 
對家教會之期望： 

期望透過參加家教會可以加強家長與學校之聯繫及溝通，並可作為家長與學校
之間的橋樑。 
 



5 號候選人 

 
6號候選人 
姓名：劉雅婷女士   職業：家庭主婦 
就讀本校子女姓名：2E 楊丞晞 
 
曾參與家教會之工作經驗： 
1. 現任家長校董(2018-2020) 
2. 現任家教會康樂(2016-2018)(2018-2020) 
3. 現任午膳家長義工組長 
4. 曾擔任校運會家長義工及統籌六年級畢業聚餐工作 
 
抱負： 
希望能作為學校與家長的橋樑，加強學校與家長之溝通，從而促進家校合作，令學生享受學習的樂

趣。 
 

 
7號候選人 
姓名：鄭駿言先生   職業：物業管理 
就讀本校子女姓名：1B鄭展煒、3B鄭建昀 
 
專長： 
組織活動及對外聯絡 
 
對家教會之期望： 

期望成為家教會委員後能增加家教會活動的多元性。 
 

 
8號候選人 
姓名：黃婉雯女士   職業：美容師 
就讀本校子女姓名：3B陳諾琛 
 
曾參與家教會之工作經驗： 
曾任午膳家長義工、學校各項活動的家長義工 
 
對家教會之期望： 

希望透過參加家教會能與學校合作，為同學提供更好的學習環境。 
 

 
 

姓名：高梓筠女士   職業：手語傳譯員 
就讀本校子女姓名：2D陳映其、4B陳犖諄 

 
專長及曾參與家教會之工作經驗： 
1. 手語 
2. 曾擔任校運會家長義工 
 
對家教會之期望： 
協助策劃多元化的活動，加深家長對學校的了解，收集家長的寶貴意見向校
方傳達，從而推動家校合作的精神，讓孩子們能在一個完善愉快的環境下茁壯成長。 
 



9 號候選人 
姓名：吳梅祝女士   職業：文員 
就讀本校子女姓名：3D 周沛妍 

 
專長及曾參與家教會之工作經驗： 
1. 素描及烹飪 
2. 曾擔任學校活動的家長義工 
 
對家教會之期望： 
期望透過參加家教會能加強家長與學校的聯繫，共策教子良方。 
 
 
10號候選人 
姓名：劉藝梅女士   職業：私人助理 

就讀本校子女姓名：4A 李凌澤 
 
曾參與家教會之工作經驗： 
1. 現任家教會副主席(2018-2020) 
2. 曾任午膳家長義工、圖書館故事姨姨、校運會家長義工，協助花卉義賣、 

科學日等活動 
 
對家教會之期望： 
透過家教會的聯繫，期望家校之間能有更多正面、有效及有建設性的交流及溝通。希望能舉辦更多
親子活動及有益身心的家長及學生講座，共同為兒童的成長而努力。 
 

 
11號候選人 
姓名：潘慧君女士   職業：家庭主婦 
就讀本校子女姓名：4A麥巧橋 
 
曾參與家教會之工作經驗： 
1. 現任替代家長校董(2018-2020) 
2. 現任家教會主席(2018-2020) 
3. 曾任午膳家長義工、圖書館故事姨姨，協助學校各項活動如細運會、 

校運會、校慶嘉年華、花卉義賣、科學日及圖書館攤位遊戲等 
 

對家教會之期望： 
加強家校合作，共同建立良好的學習環境，讓學生能健康地成長。 
 
 
12號候選人 
姓名：陳蔓瑚女士   職業：會計主任 
就讀本校子女姓名：4B 黃卓瑜、6C 黃卓桐 
 
曾參與家教會之工作經驗： 
1. 現任家教會司庫(2016-2018)(2018-2020) 
2. 現任家長午膳義工組長 
3. 曾任校運會家長義工、故事姨姨，協助校慶嘉年華、花卉義賣等 

 
對家教會之期望： 
期望透過參加家教會可多了解學校的運作及為學校作出貢獻，亦希望能加強學校、家長及學生的溝
通。 



13 號候選人 
姓名：鄭嘉玲女士   職業：家庭主婦 
就讀本校子女姓名：4B 蔡逸朗 

 
曾參與家教會之工作經驗： 
1. 現任家教會司庫(2018-2020) 
2. 現任家長午膳義工組長 
3. 曾任細運會及校運會家長義工，協助圖書館包圖書、科學日活動等 
 
對家教會之期望： 
透過參與家教會能與學校合作，期望為孩子們提供不同的學習活動，藉此發掘孩子的潛能。 

 
14號候選人 
姓名：潘健明先生   職業：保險營業經理 

就讀本校子女姓名：4C 潘穎彤、6E 潘穎茵 
 
曾參與家教會之工作經驗： 
1. 現任家教會文書(2018-2020) 
2. 曾任校運會家長義工，協助攝影工作 
 
對家教會之期望： 
透過參與家教會可加強家校合作，期望為家長及學生多組織有意義的活動和教育講座，作為學校及
家長的溝通橋樑。 

 
15號候選人 
姓名：王凝慧女士   職業：家庭主婦 
就讀本校子女姓名：4C 吳銘琳 
 
曾參與家教會之工作經驗： 
1. 現任家教會學術(2018-2020) 
2. 曾任家教會康樂(2016-2018) 
3. 曾任家長義工興趣班導師、中國舞家長義工、午膳義工、校運會家長義工、 

故事姨姨，協助校慶嘉年華、花卉義賣、科學日活動等 
 
對家教會之期望： 
透過參加家教會，期望能為學校和同學盡一分力，使家校合一。 

 
16號候選人 
姓名：郭婉雙女士   職業：業務經理 
就讀本校子女姓名：4E 陳學然 
 
曾參與家教會之工作經驗： 
1. 現任家教會康樂(2018-2020) 
2. 曾任午膳家長義工 
 
對家教會之期望： 
透過參加家教會，期望能協助學校舉行各項活動，增加與學校的聯繫及溝通。 

 

 



17 號候選人 
姓名：張紅女士   職業：家庭主婦 
就讀本校子女姓名：5D 梁子翹 

 
曾參與家教會之工作經驗： 
1. 現任家教會聯絡(2018-2020) 
2. 現任中學家教會委員(2014-2020) 
3. 現任黃大仙家教會聯會委員(2016-2020) 

 
對家教會之期望： 
透過參加家教會，期望能達至家校合作，作為家長與學校的橋樑。 

 

18號候選人 
姓名：馬嘉儀女士   職業：家庭主婦 

就讀本校子女姓名：5D 鄭睿哲 
 
曾參與家教會之工作經驗： 
1. 現任家教會委員(2018-2020) 
2. 曾任家教會文書(2016-2018) 
3. 曾任午膳家長義工，協助校運會、校慶嘉年華、花卉義賣、科學日、 

圖書館攤位遊戲及六年級畢業聚餐場地佈置工作等 
 

對家教會之期望： 
期望能成為家長與學校的橋樑，協助學校舉辦更多活動。 

 

19號候選人 
姓名：周芷芹女士   職業：理財策劃 
就讀本校子女姓名：5E 林博軒 
 
專長： 
1. 善於與人溝通，設計及搜集不同活動的資料 
2. 曾任職社福界三年，負責設計活動予智障人士 
 
對家教會之期望： 
期望能成為家長與學校的橋樑，真正體現家校一體的目的。 

 



慈雲山天主教小學家長教師會 

第十屆常務委員選舉選票 

 

投票日期：2020年 7月 6日(一) 

投票時間：上午 7:15-11:00 

點票時間：上午 11:00 

點票地點：學校 1/F活動室 

 

** 請於各候選人旁的方格加    

** 最多可選 15位候選人 

 

 候選人編號及姓名  候選人編號及姓名 

 
1號 ：鄭  鴻先生 

 
11號：潘慧君女士 

 
2號 ：楊淑儀女士 

 
12號：陳蔓瑚女士 

 
3號 ：梁芬英女士 

 
13號：鄭嘉玲女士 

 
4號 ：陳經天先生 

 
14號：潘健明先生 

 
5號 ：高梓筠女士 

 
15號：王凝慧女士 

 
6號 ：劉雅婷女士 

 
16號：郭婉雙女士 

 
7號 ：鄭駿言先生 

 
17號：張  紅女士 

 
8號 ：黃婉雯女士 

 
18號：馬嘉儀女士 

 
9號 ：吳梅祝女士 

 
19號：周芷芹女士 

 
10號：劉藝梅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