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家 長 通 知 書 P208/18/00號  
 

敬啟者：  
 

  本校今年第二次家長日暨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即將舉行，茲特用函敬告，誠邀

各家長依時出席。有關是日安排事宜，謹列於下，敬希垂注：  

日期：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四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八時四十分至下午一時十五分  

甲、  家長持份者問卷調查（ 8:40am /  本校禮堂）  
 

  為了讓學校持續進步，本校每年均會以電腦抽籤的方式，邀請部份家長填

寫持份者問卷，藉此收集家長意見。稍後班主任會以電話聯絡被電腦選中之家

長，邀請其於家長日當天提早到校填寫問卷。  

乙、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 9:00am /  本校禮堂）  
 

  為配合法團校董會之工作需要，本校家長教師會將於家長日當天同時召

開會員大會，以選舉新一屆家長校董。今屆選舉共收到兩位家長會員之參選

提 名，分別 是  鄭海寶女士、 張珮 儀女士。有關候選人之簡介及會員大會之

議程，請參閱本函附件一及附件二。懇請各家長屆時踴躍出席，投下神聖一

票。  

丙、  班主任與家長面談（ 9:30am /  課室）  
 

  班主任將於家長日當天派發中期考試成績表，以此總結  貴子弟於上學

期的學行表現，並藉此機會加強與家長溝通，商討更有效幫助學生尋求進步

的方法。考慮到學行檢討對學生本人至關重要，是故家長日當天學生亦必須

出席 **。當日亦同時歡迎中六級學生家長到校與老師會面。  
 

  欲知各班家長與班主任面談之地點，請參閱本函附件三。「家長日」當日，

台端除可與班主任面談外，亦歡迎與本校資深教師（包括副校長、助理校長、

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訓育主任、學生輔導主任、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課

外活動主任）及駐校社工聯絡，就  貴子弟的學習情況交流意見和心得。現

擬與  台端約晤的會面時間如下 (見項 )：  

□  09:30 – 10:45 □  11:45 – 12:45 

□  10:45 – 11:45 □  12:45 – 13:15 

  「家長日」為促進學校與家庭合作的重要活動，務請  台端抽空攜同  貴子弟

依時出席為盼。如因特別原因未克出席，請預先致電班主任 (直線電話見學生學習

手冊 104 頁 )，以便另作安排。附奉回條，敬請簽覆，並於二月十九日或以前由   

貴子弟交回班主任。  

  此致  

全體學生家長  
 

校長         簡偉鴻  謹啟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五日  

** 學生無需參加家教會會員大會，惟須穿著整齊校服陪同家長與班主任會面。  



回 條              第 P208/18/00 號  

敬覆者： 

有關 貴校於二月二十四日舉行「家長日暨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之安排， 

本人業已知悉，並將：＃  □  於當日依時出席。  

本人業已知悉，並將：＃  □  未克出席，擬另約時間，與班主任會晤。  

  此覆 

貴校校長 

學生姓名：         班別：    （  ）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家長簽署：            

日  期：二零一九年二月     日 

＃ 請於適當的□內打。 

───────────────────────────────  

附件一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 2018-2019）家長教師會第二次會員大會  

會議通告  

日期：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時間：上午九時正  

地點：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學校禮堂  

議程：  

一、  通過是次會議程序  

二、  選舉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  

三、  散會  



附件二  

（ 2018-2019）家長校董選舉候選人簡介  

候選人姓名：鄭海寶  

候選人編號： 1 號  

個人履歷簡介：  

  本人鄭海寶，曾擔任家長教師會副主席、幹事，以及三屆法團

校董會家長校董。同時，我也是本校校友。於過去，本人透過家長

校董的身份，得以更深入了解學校的架構和運作，並以家長身份參

與了不少校務會議及活動，從中可以在各個方面向校方反映家長們

的意見，甚或提出改進建議；為學校服務之餘，亦能與子女和學校

一起成長，十分感恩。  

候選人姓名：張珮儀  

候選人編號： 2 號  

個人履歷簡介：  

  本人張珮儀，十分榮幸今年可以繼續獲得提名，參加本年度法

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在過去一年，我有幸被選為家長校董，同

時我也當了四年家長教師會的家長幹事，有機會為學校服務，能夠

與各位老師、家長幹事及義工一起參與策劃及協助學校舉辦活動，

份外感到高興。今次我參加家長校董選舉，是希望進一步服務學校，

把我個人微薄的力量再為學校貢獻。我呼籲各位家長與我攜手同

行，使學校發展繼續邁進。  



附件三  

家長日家長及班主任面談地點  (2018-2019) 

班級 1A 1B 1C 1D 

地點 203 室  204 室  205 室  206 室  

班主任 

姓名 

任錫明 老師 

霍靜儀 老師 

李嘉琪 老師 

梁智生 老師 

彭漢輝 老師 

蔡小珍 老師 

何嘉麗 老師 

列淑儀 老師 

 

班級 2A 2B 2C 2D 

地點 303 室  304 室  305 室  306 室  

班主任 

姓名 

林婉珊 老師 

楊淑芬 老師 

郭金泰 老師 

梁永怡 老師 

陳玉琴 老師 

林 璞 老師 

林家俊 老師 

蘇鉅輝 老師 

 

班級 3A 3B 3C 3D 

地點 405 室  406 室  505 室  506 室  

班主任 

姓名 

林 貞 老師 

郭俊廷 老師 

羅 婷 老師 

鍾秋燕 老師 

陳寶怡 老師 

徐嘉偉 老師 

周偉明 老師 

尹世澤 老師 

 

班級  4A 4B 4C 4D 

地點  401 室  402 室  403 室  404 室  

班主任  

姓名  

黃元淵 老師 

鄧焯奇 老師 

邱志賢 老師 

李 彬 老師 

凌俊賢 老師 

陳文欣 老師 

林浩川 老師 

陳耀生 老師 

 

班級  5A 5B 5C 5D 

地點  501 室  502 室  503 室  504 室  

班主任  

姓名  
陳志強 老師 謝芳盈 老師 余玉麗 老師 鍾進強 老師 

 

班級  6A 6B 6C 6D 

地點  新翼 013 室  新翼 213 室  新翼 012 室  新翼 011 室  

班主任  

姓名  
陳偉明 老師 陳芷茵 老師 吳燕芬 老師 阮燕巧 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