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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2016-17 年度中學部家長教師會  

特別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會議日期： 2017 年 6 月 23 日 (星期五) 

會議時間： 晚上 7:00~8:00 

會議地點： 優才書院一樓演講廳 

出席者 
 

家長常務委員： 

主席:王麗菁女士(11C 陳倩思家長) 副主席:陳潔恩女士(7C 陳胤行家長)  

汪穗玲女士(7A 何沛金享家長) 黃潤蓮女士(8D 黃靖荇家長) 吳國輝先生(10C 吳穎甄家長) 

潘嘉琪女士(7D 謝凱嵐家長) 曾榮榮女士(8E 陳諾琳家長) 吳玉珊女士(11B 謝灝燊家長) 

馬文苑女士(7E 尹高駿家長) 曾翠玉女士(9B 鄧子賢家長) 劉燕芬女士(11B 溫洛鎐家長) 

禤麗儀女士(8A 趙樂然家長) 陳伴蓮女士(10A 古采翹家長) 秘書 陳鳳玲女士(12A 鄭鎧駿家長) 

揚雲女士(8B 邱贊翀家長) 李凱燕女士(11A 曹學謙家長) 吳惠珠女士(12C 梓峰家長) 

林鈺棋女士(8C 梁振鋒家長) 李翠娟女士(12B 陳穎彤家長) 司庫  

老師常務委員： 

黎海生助理校長 張永豐老師 呂培鑫老師 

卓志鵬老師 謝志達老師 Mr Jason Collelo 

林曉怡老師 童嘉琳老師  

家長會員：  
蘇太 (7B 蘇以琳家長)     

缺席者  
蘇錦標先生(7B 蘇以琳家長) 秘書 姜偉光先生(12C 姜城樂家長) 劉玉儀女士(9D 呂名朗家長) 

岑智敏女士(7D 方鍵文家長) 吳家儀女士(12D 黃柏文家長) 俞劍先生(9E 俞槿言家長) 

謝虹女士(8B 謝鎮樺家長) 鄭敏怡女士(11C 林哲遠家長) 陳少瓊女士(10A 戴康文家長) 

方淑雯女士(8C 陳詠嵐家長) 李小慧女士(7C 梁天朗家長) 何敏琪女士(10B 黃子豪家長) 

陳楚芳女士(9A 鄭浩棋家長) 黄佩玲女士 (7A 李旻晞家長)  戴美容女士(10C 李日朗家長) 

雷震球先生(9B 雷栩盈家長) 王詠恩女士(7B 許懿諾家長) 朱宏曦先生(10D 朱啟峰家長) 

崔達榮先生(9C 崔浩東家長) 劉婉芬女士(7E 鄺霆軒家長) 鄧靜文女士(11A 馮朗僖家長) 

劉玉儀女士(9D 呂名朗家長) 余春生先生(8A 余汶希家長) 何敏琪女士(10B 黃子豪家長) 

凌光華先生(9E 凌逸朗家長) 吳玉敏女士(8D 曾詠嵐家長) 林一玲女士(12B 蘇穎彤家長) 

伍露恩女士(10B 陳嘉琳家長) 潘耀華先生(8E 潘子祐家長) 夏彩雲女士(12D 何灝勤家長) 

馬文林先生(10D 馬凱婷家長) 林小虹女士(9A 鄧竣元家長)  

梁倩雯女士(12A 譚逸怡家長) 張衛紅女士(9C 白昀瀚家長)  

議事項：  
 議事項 負責/跟進人士 

(需完成日期) 

A 就修訂家教會會章投票 

 
本會於 2017 年 5 月 27 日已向委員發出有關召開特別會員大會修訂會章之通告，期間已收

到 47 份未能出席會議的會員提交的授權書，由校方代表林曉怡老師(Christy Lum)及童嘉琳

老師(Tina Tong)負責點算授權書投票結果，合共 45 贊成票及 2 張棄權票。點算結果載於下

列投票結果列表。 

主席宣佈根據會章 4.2 召開特別會員大會，目的是修訂家教會會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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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更改家教會主席、副主席及司庫之任期，由一年改為兩年，而會章 4.3.4 (i), (ii)及(iv)將

作出相應修訂（更改部分劃有底線）：” 

4.3.4 (i) 主席一人(由得票最高的家長委員出任)：召開並主持會員大會、特別會員

大會及常務委員會會議；領導常務委員會執行會務；於會員大會中，報告會務；

籌組常務委員會的推選及訂定會議議程。主席任期為兩年一屆。 

如常務委員提出罷免主席必須過半數委員通過方為有效, 其遺缺將由副主席補上，

再補選副主席之職。 (主席期滿後須停任至少一年方可再度參選。) 

4.3.4 (ii) 副主席一人(由第二高票的家長委員出任)：輔助主席推行一切會務(包括宣

傳本會活動、印發通訊、聯絡會員等等)；主席缺席時執行主席職權。副主席任期

為兩年一屆。 

4.3.4 (iv)司庫一人(由家長委員互選產生)：處理一切收支帳目，定期向常務委員報

告財政狀況，每年須制定財政報告，交常務委員會審核，並提交會員大會通過。

司庫任期為兩年一屆。 

 

2. 投票結果如下： 

會員投票 贊成 不贊成 棄權 

通過授權書投票 45 0 2 

現場會員投票 28 0 0 

統計投票總數 73 0 2 

 
3. 主席宣佈根據以上投票結果，會章修訂獲得順利通過。 

 

B. 主席滙報項目:  

 (1) 原定於 6 月 29 日舉辦之 「升大學面試技巧」講座將改於下列日期舉行 

日期： 8 月 30 日 (Wed) 

時間：下午 2 時 30 分 

对象: G10 至 G12 學生。 

 
(2) 「張笑容小姐主講 – 正能量家長, 提升子女抗逆力」講座:  

是次講座由中學及小學部家教會合辧，請提醒各班已報名的家長請準時出席. 

報名合共總人數為 385 人. 

日期： 6 月 30 日(本星期五) 

時間：7:00-8:30 pm 

地點 ：將軍澳校舍四樓禮堂 

 
(3) 優中 PTA website 

主席報告下年度將正式成立編輯組去管理 PTA website，但現時需要為優中

PTA website 收集相片及資料。希望各正副班代表向家長呼籲，家長可就今年

參與過的活動，如食神爭霸戰、遠足、薪火相傳、捐血日、eClass Apps 等提

交心聲、家庭照或報導，即使是幾句都可以，最理想是以 word 文字提交。 

 

2017 年 8 月 30 日 

 

 

 

 

 

2017 年 6 月 30 日 

 

 

 

 

 

 

 

2017 年 7 月內 

C 校方滙報 :  

 
國際交流方面目前增加了英國和日本兩個國家，張老師呼籲家教會委員能盡量協助接待工

作，希望能與對方學校維持良好關係，令學生交流可以延續下去。 

 

記錄者簽署 : 

記錄者姓名: 陳伴蓮女士(10A 古采翹家長) 

 

主席簽署 : 

主席姓名：王麗菁女士 (11C 陳倩思家長) 

日期: 2017 年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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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授權書及現場投票結果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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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家長委員及家長會員出席特別會員大會簽到表 

 



5 

【附表三】教師會員出席特別會員大會簽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