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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主席： 曾紹輝先生 委員： 林月箐女士　劉惠蓮女士
李紫楠女士　林杏珠女士
田惠蓉女士　廖建輝先生
賴炳輝副校長
黃黃蕙霞副校長
吳美歡老師　林小玲老師
何炳坤老師　陸詠茵老師

副主席： 楊家康先生
陳柯瑞芳校長

司庫： 黃炳君先生

助理司庫： 梁惠蓮老師

秘書： 呂勉之先生

助理秘書： 楊寶山老師

康樂： 丘瑞娟女士
胡綺濂老師

本會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廿六日舉行了第十九屆週年會員

大會，出席的家長及老師共130人，當日順利從13位候選家長

中，選出11位家長擔任第十九屆執行委員會家長委員。選舉期

間，本會安排了出席家長與班主任會面，氣氛熱鬧融洽。

貨幣：港元

09-10

年度             

預算數

09-10

年度        

實際數

10-11

年度             

預算數

會費收益 41,500.00 41,000.00 39,700.00 
教育局津貼：

(a) 經常津貼 4,125.00 4,125.00 4,125.00 
(b) 活動資助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退款：教育局 - 4,563.00 -
銀行存款利息 100.00 10.97 15.00 
影印機收益 2,500.00 1,245.18 1,300.00 
收入合計 58,225.00 60,944.15 55,140.00 
撥款支援教學及學生福利項目

(a)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3,800.00 3,700.00 3,800.00 
(c) 圖書館期刊 3,000.00 2,497.00 3,000.00 
(d) 水、陸運會獎牌 300.00 - 300.00 
(e) 資助活動 16,000.00 6,654.80 6,000.00 
有關培育子女課程/講座/參觀/座談會/義工隊

(a) 中一新生家長會 1,000.00 2,507.20 2,000.00 
(b) 講座：中一家長 1,000.00 - -
(c) 親子義工隊 1,000.00 - 500.00 

地址：九龍塘牛津道2號B  網址：http://www.jcgss.edu.hk/  電話：2336 6761  傳真：:2336 3479

校長頒發委任狀予新一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候選人合照

新一屆執行委員會

家長與班主任會面

「中一迎新日」在

2010年8月26日舉行，本

校老師出席介紹各科組

功能，而本會主席曾紹

輝先生亦有到場介紹本

會活動。

「中一新生家長會」於2010年7月13日舉

行，當天活動與中一分班試同步進行，活動包括

認識我們的學校及家長教師會、介紹中一教學語

言微調分班政策、答問時間及親子短片欣賞。

本校設有小食部；另外，中一及中二級學生均需要留校午膳。為

確保小食部食物質素，以及供應商能提供三低一高（低脂、低糖、低

鹽及高纖）的健康飯盒，本會與校方定期對小食部和午膳供應提出意

見，並進行監管調查，使學生能攝取均衡的營養。

小食部及中一、中二級
午膳質素監管

中一新生家長會

中一迎新日

第八屆九龍城區學校優秀家長嘉許禮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三日舉行，本校共有三

位家長曾紹輝先生、呂勉之先生及劉惠蓮

女士獲得優秀家長之殊榮，表揚他們積極

參與學校的活動，並進一步協助建立家校

協作文化。

第八屆九龍城區學校
優秀家長嘉許禮

7月5日試食會 家長及老師討論膳食質素 家長細心聆聽本校概況

陳校長介紹本校概況

老師及家長委員到來支持 

本校三位家長獲頒發優秀家長殊榮

師兄，我們也想長得高大些！

精靈的中一同學

曾主席與家長介紹本會

介紹校服規格

甄灼棠副校長榮休晚宴

家長活動日誌
日期 活動

2010年

7月5日 中一、二級午膳飯盒試食會

7月13日 中一新生家長會

8月26日 中一迎新日

10月8日 第四十七屆水運會家校隊參

加公開接力賽

10月26日 第十九屆週年會員大會暨執

行委員會家長委員選舉

11月8至15日 健康生活週

11月26日 本校五十週年校慶暨頒獎典

禮－本會頒發多個獎學金

12月2日 五十週年金禧校慶聚餐

12月13日 第四十八屆陸運會家校隊接

力賽

2011年

1月15日 家長義工隊服務(一)：歲晚大

掃除義工服務

1月16日 家長義工隊服務(二)：「團團

圓圓賀新春」智障人士活動

2月9日 家長義工隊服務(三)：「新春

『人日』齊賀壽」探訪活動

2月25日 家長日家長輔導角

出版2010-11家長教師會手冊

及第34期家長教師會會訊

日期 會議

30/9/2010 第十八屆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會議

26/10/2010 第十九屆週年會員大會

5/11/2010 小食部監察小組第一次會議

11/11/2010 第十九屆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16/11/2010 學校管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家長學堂及本會會議
本校鼓勵家長出席不同講座、論壇和研討會：

日期 講座／論壇／研討會 主辦機構

19/10/2010 「教仔互動坊」親職教育講座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22/10/2010 「大腦與閱讀」講座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23/10/2010 家校周年研討大會2010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23/10/2010 「大腦與創造力」講座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23/10/2010 「升中喜事多」家長講座 九龍城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30/10/2010 「家長教養方式對青少年生涯發展的

影響」研究調查發佈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30/10/2010 「家校夥伴同攜手 和諧家庭樂悠悠」

講座

東華三院及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6/11/2010 如何處理子女情緒」工作坊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10/11/2010 「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支援措施

的建議座談會

教育局

11/2010-1/2011 第九屆「有您在旁」－朋輩家長輔導

員訓練計劃

救世軍竹園綜合服務

本會會議

＊本會把將舉行的

家長講座資料上載

於本校網頁，供家

長瀏覽及報名，並

定期更新資料。

本會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與前副校長甄灼棠先生舉行榮休晚宴

囍 訊

本會贈送紀念品予榮休的甄灼
棠副校長

胡綺濂老師

鄭詠珊老師

週 年 會 員 大 會

家長教師踴躍投票

開餐喇！

家長聯絡處
本會家長當值日：每週逢星期三（學校假期及考試除外）

地點：本校2樓212室  時間：中午12:10至1:30

當值熱線電話：2337 4691 （轉內線207）

貨幣：港元

09-10

年度             

預算數

09-10

年度        

實際數

10-11

年度             

預算數

開放日/畢業禮 1,000.00 635.30 1,000.00 
雜項 2,000.00 1,432.60 1,500.00 
影印機費用 - - -
家長日

(a) 周年大會 7,000.00  4,472.80 5,000.00 
(b) 親職有方茶聚 600.00 - 500.00 
(c) 家長日(茶點及攤位) - 352.60 500.00 
出版刊物(會訊及家長手冊) 16,000.00 15,530.00 16,000.00 
九龍區家長教師會會費 300.00 300.00 300.00
聯誼活動

(a)  親子旅行 3,000.00 7,183.50 4,000.00 
(b)  興趣班 1,500.00 360.00 500.00 
(c)  五十周年校慶聚餐 - - 10,000.00 
家屬援助：容綺文老師

家人

- 10,000.00 -

支出合計 57,500.00 55,625.80 54,900.00 
當年盈餘 725.00 5,318.35 240.00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 

資產負債表

固定資產︰

影印機 $31,500.00 

流動資產︰

銀行存款

定期戶口︰ 獎學金 $136,995.66
家教會 $105,697.05 $242,692.71

儲蓄戶口 $165.76
支票戶口 $49,487.42 $292,345.89

$323,845.89
應計支出 $7,213.30
暫託款項︰ 獎學金(定期戶口) $136,995.66

五十周年校慶聚餐 $29,770.00
累積基金滾存 $149,866.93

$323,845.89

司庫︰李景雲先生  助理司庫︰梁惠蓮老師  核數︰梁錦文老師

收入和支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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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學生建立健

康的生活模式，本校於十一月

八日至十五日舉辦了健康生活週，

活動包括健康生活介紹、各類運動比

賽、以及水果盆、健康菜式設計比賽

等。活動期間，本會委員及家長亦到來

支持，除了擔任沙灘球、跳大繩及足毽

同樂比賽的義工外，更與學生參與社

際水果盆設計比賽，發揮合作精

神。

切呀！切呀！

我們的作品

冠軍作品

第四十八屆   陸 運 會

家長到來打打氣

賽官啦啦隊

家校隊接力賽
本校第四十八屆陸運會初賽及決賽已於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及十三日順利舉行。當日

邀請了本校前任副校長甄灼棠先生蒞臨擔任主

禮以及頒獎嘉賓。決賽當日，本會舉辦了家校

隊接力賽，由家長、校長、老師及學生組成8支

隊伍，合力完成400米賽事，氣氛熱鬧，同時充

分體現了家長、子女與學校的合作精神。

賽前練習 

本校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

舉行第四十七屆水運會。比賽當

日，家長們前來為子女們打氣。本

會在眾多賽事中，亦派出一支家校

隊參加公開組4x50米接力賽，代

表隊員包括家長劉偉強先生、張振

雄老師、4D劉翠宜同學及徐文軒

同學。

校長與老師全力以赴作賽
On your mark ...

拉拉手

家校隊大合照

感謝家長們到來支持和擔任義工

踢毽？我在行！打沙灘球？冇難道！

家長協助
比賽進行

加油！加油！五十週年校慶暨頒獎典禮
獎學金 得獎學生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家長教師會中學會考成績優異獎 5B戴銘藝 (3優3良)、5B廖鵬鋒 (3優3良)

家長教師會高級程度會考成績優異獎 7B嚴嘉泰 (2優)

家長教師會最佳進步獎 1A區桂榮、1B余淑樺、1C王鈞灝、1D羅煥榮、2A曾淑儀、
2B陳穎恩、2C何詠儀、2D林雪珮、3A陸景強、3B黃詠彤、
3C何向琪、3D何詠詩、4A許俊威、4B陳建科、4C伍嘉欣、
4D尹樂陽、6A黃文靜、6B陳煥陽

家長教師會代校方管理的獎學金

郭陳佩玲獎學金

（中學會考中文科成績優異）

5A劉輔佳、5B黃美欣

王燕振校長獎學金

（中三理科成績優異）

3D盧俊穎

周林慧慈校長獎學金（總領袖生） 6B王傳枝、6B楊芷欣

盧偉國博士獎學金（學生會主席） 6A鍾熙晉

容爾修校長提高學習風氣獎學金
（會社）

科學聯會

洪進美校長獎學金

（中學會考數學科成績優異）

5B戴銘藝

黃初動獎學金
（中學會考優之星）

（中學會考英文科成績優異）

5B廖鵬鋒(3優)、5B戴銘藝(3優)、
5A林家樂(2優)、
5A吳依霖(1優)、5A何靖東(1優)
5B史羽利(5級)

梁喚民校長獎學金
（最佳校外體藝及優良服務表現獎）

7B崔文禧、7B蘇珮瑜

張吳玉枝校長獎學金
（制服團隊優良服務獎）

4B何汝昌、4B馬倩盈、
3C何君俊、1B朱琬琳

甄灼棠副校長獎學金 6B王傳枝、4B楊聲朗、
4B何汝昌、4B劉廣泰

本校五十周年校慶暨頒獎典禮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廿六日
隆重舉行，是次本校邀請了香港中小企商會聯席會議主席兼召
集人黃鵬緒先生擔任主禮嘉賓。頒獎禮上，本會主席曾紹輝先
生亦擔任了頒獎嘉賓。

另外，本會設立及代管多個獎學金，頒贈予表現出色之同
學，各獎學金得獎名單如下：

校慶晚宴一瞥
學校管理委員會及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  呂勉之先生

十二月二日，我應邀出席了我校舉辦的五十周年金禧校慶晚宴。我深慶能與學校師生、校友仝人一起見
證和分享這個歡樂的時刻，不敢怠慢，四點便趕到了設宴的大酒樓。

我未進門，劉譚明老師熱情地招待，客氣地讓我簽名、拍照留念，還引領我到席上，才去忙別的事。

家教會的仝人和其他的赴宴者也陸續到來了。是晚筵開了七十一席。出席的師生、校友和家長把寬綽的
大酒摟宴客廳坐得滿滿的。歷屆的校友有年長的，有年青的；有紮根本港的，有北上發展的，也有專程從外
國趕回來的；有投身政界的議員，有投身金融工商界的銀行家、CEO，有投身教育界的教授、博士，更還有
成為各行各業精英俊傑。他們趁未開席，周圍走動，尋找昔日的校長、老師寒暄或拍照。

「噫！今晚又遇上你！」我一離席，馮檢基議員和我同時指住對方笑起來，前一晚我和馮議員才在一個
聚會中一起晚膳，今晚又不約而同地走在一起。在旁的馮太忙說，他今晚是陪我參加
校慶晚宴而來的，我也笑道，賽官就是我的子女就讀的中學嘛！

晚宴開始了。除了美酒佳餚，演唱表演及抽獎環節外，校友們尤其活躍，不時放
下筷子跑到昔日老師的身旁，邀請拍照和互相分享。師生之情洋溢在偌大的宴會廳的
每一角落。

尾聲了，大家依依不捨，互道珍重並約定下次校慶再見。

是晚有如一卷令我欣賞和感動而美麗畫冊。我想，我畢生也難忘。

聚會中一起晚膳，今晚又不約而同地走在一起。在旁的馮太忙說，他今晚是陪我參加

晚宴開始了。除了美酒佳餚，演唱表演及抽獎環節外，校友們尤其活躍，不時放
下筷子跑到昔日老師的身旁，邀請拍照和互相分享。師生之情洋溢在偌大的宴會廳的

曾主席頒發獎
項予本校同學

適逢本年為五十周年金禧校慶，本校於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日假紅磡海逸皇宮大酒
樓舉行校慶聚餐活動，筵開七十一席。除了
嘉賓及師生外，家長及校友也到來慶賀，聚
首一堂，場面相當熱鬧，座無虛席。當晚本
會家長委員林杏珠女士、家長梁翠萍女士、
鄧碧雅女士與4D徐文軒同學、3C何昊禧同學
表演，唱奏粵曲，令聚餐倍添氣氛。

校長與本會家長合照

唱校歌

林杏珠女士(左)與
梁翠萍女士(右)粵曲對唱

鄧碧雅女士與徐文
軒同學合唱粵曲

校慶晚宴一瞥

軒同學合唱粵曲

家長齊來賀校慶

曾紹輝主席

家長感想

男：校長，靠你了！ 
女：OK!No problem!

各隊健兒

比賽情況
水運會家校接力隊

第四十七屆  水 運 會

足毽、跳大繩及沙灘球比賽
評審作品

各社介紹設計意念

四社生果盤設計比賽

健 康 生 活 週

開餐喇！

凝聚力量　 共創高峰
五十周年金禧校慶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