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家長教師會 

2018-2019 年度 家長委員選舉 
 

 候選家長： 梁靜儀 

 學生姓名︰ 曾舜虞（1B） 

 

參選原因︰ 

本人希望藉此加深認識學校的理念和未

來發展的方針，同時更希望作為學校和家

長間的橋樑，加強彼此間的溝通和合作！                

 

服務學校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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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家長教師會 

2018-2019 年度 家長委員選舉 
 

 候選家長： 郭偉英 

 學生姓名︰ 黃卓傑（1B） 

參選原因︰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

偏離。」箴言 22:6 是每位家長、老師的使命和

心願。作為媽媽的我也身同感受。本人曾參與幼

稚園家教會文書及聯絡一職，當中擔當家長與學

校的橋樑，作良好溝通。希望藉此經驗，讓神繼

續賜給我、使用我，在日後成為基灣小學家教會

委員後，繼續為基灣小學、為各位家長、為大家

努力服務。                 
 

服務學校經驗︰ 

1. 教會主日學導師。 

2. 擔任遊戲日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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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家長教師會 

2018-2019 年度 家長委員選舉 
 

 候選家長： 文彩芬 

 學生姓名︰ 徐朗耀（2B） 

參選原因︰ 

希望關心更多校內事情，參與更多義務工

作，為學校、老師、家長出一分力。    

 

服務學校經驗︰ 

擔任圖書館及遊戲日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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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家長教師會 

2018-2019 年度 家長委員選舉 
 

 候選家長： 譚超慈 

 學生姓名︰ 鄭旨軒（2C） 

參選原因︰ 

本人希望在未來一年為學校服務，成為家

長和學校溝通的橋樑。         

 

服務學校經驗︰ 

擔任好學生 FUN 分獎勵及遊戲日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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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家長教師會 

2018-2019 年度 家長委員選舉 
 

 候選家長： 王艷 

 學生姓名︰ 湯政熙（2C） 

參選原因︰ 

本人喜愛小朋友，亦曾於多年前從事幼兒

教育工作，希望有機會成為家教會的一

員。                 

 

服務學校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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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家長教師會 

2018-2019 年度 家長委員選舉 
 

 候選家長： 葉佩香 

 學生姓名︰ 張君耀（2D） 

參選原因︰ 

透過加入家教會，積極支援學校的各項工

作。期望每一個孩子都能有着美好的童年

經歷，能愉快及健康地成長。      

 

服務學校經驗︰ 

擔任圖書館、學校旅行及訂購收費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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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家長教師會 

2018-2019 年度 家長委員選舉 
 

 候選家長： 唐燕珊 

 學生姓名︰ 冼洛賢（3B） 

參選原因︰ 

為學校、為同學出一分力，成為家校合作

的橋樑。               

 

服務學校經驗︰ 

1. 現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及家長義工組組

長。 

2. 擔任遊戲日、小一親子活動日、學校旅

行及升中模擬面試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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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家長教師會 

2018-2019 年度 家長委員選舉 
 

 候選家長： 何詠珊 

 學生姓名︰ 周姵兒（4A） 

  周羨頤（3C） 

參選原因︰ 

作為三個子女的母親，在基灣已經踏入第

七年了，由做義工開始及至有幸在家教會

服務三年，希望可以繼續見證家校合作。    

 

服務學校經驗︰ 

1. 現屆家長教師會主席及上屆康樂組組

長。 

2. 擔任遊戲日、運動會及升中模擬面試義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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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家長教師會 

2018-2019 年度 家長委員選舉 
 

 候選家長： 韓嘉明 

 學生姓名︰ 王卓禧（4A） 

  王卓然（2A） 

參選原因︰ 

為家教會出一分力，希望在孩子的成長歷

程中多一份參與。           

 

服務學校經驗︰ 

擔任圖書館、升中模擬面試及敬師日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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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家長教師會 

2018-2019 年度 家長委員選舉 
 

 候選家長： 王華芳 

 學生姓名︰ 黃樂謙（4A） 

參選原因︰ 

本人是全職家庭主婦，幸運地參與了兩屆

家教會工作，有機會為孩子、教師和家長

出一分力。在過去的兩年家教會工作，給

了我很多機會為學校服務，未來希望能繼

續支持學校的工作，為同學締造愉快的學

習環境。               
 

服務學校經驗︰ 

1. 現屆家長教師會委員。 

2. 擔任疫苗注射日、運動會、好學生 FUN

分獎勵及升中模擬面試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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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家長教師會 

2018-2019 年度 家長委員選舉 
 

 候選家長： 黎東明 

 學生姓名︰ 楊詠晴（4A） 

參選原因︰ 

轉眼間又過了一年，有了去年的經驗，今

年所有的工作都做得很順利。感謝大家的

信任、支持與鼓勵！希望下一個學年可以

繼續擔當家校合作的橋樑，共建美好校

園。                

 

服務學校經驗︰ 

1. 現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及康樂組組長。 

2. 擔任圖書館及升中模擬面試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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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家長教師會 

2018-2019 年度 家長委員選舉 
 

 候選家長： 黃桂芬 

 學生姓名︰ 黃頌彥（4C） 

  黃頌詩（3A） 

參選原因︰ 
我很感恩在本年度擔任親子講座的組長並於十二月

份舉辦“正網想”和將於五月份舉辦“一掌打造和

諧之家”講座，希望增加家長教育資訊，從而帶入

每個基灣的家庭！                

此外，我同時參與本年度升中講座的活動，從幾次

的會議中，讓我們委員和老師增加認識，增加了解，

建立共同理念，更從舉辦活動中認識了很多同心為

學校默默付出的家長義工們，特別多謝那些要在天

氣寒冷下要站在走廊數小時的家長義工們，為着基

灣小學及小六的學生盡責任。           

來年家長教師會選舉，希望繼續有機會為基灣小學家

長們服務，成為家長與校方之間的一道橋樑！    
 
服務學校經驗︰ 
1. 現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及親子講座組組長。 

2. 擔任親子講座、升中模擬面試及升中座談會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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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家長教師會 

2018-2019 年度 家長委員選舉 
 

 候選家長： 許佩愉 

 學生姓名︰ 黃諄（5A） 

  黃禮（1D） 

參選原因︰ 

身為二個子女的母親，做父母確實很緊張

子女讀書升學前途等問題。因此，希望自

己能出一分力，多了解學校和家長的需

要，作為家校的橋樑，有著良好的溝通和

合作，使學生和學校保持良好的學習及教

學環境。              
 

服務學校經驗︰ 

擔任運動會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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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家長教師會 

2018-2019 年度 家長委員選舉 
 

 候選家長： 何歡華 

 學生姓名︰ 吳子賢（5B） 

  吳子澄（2B） 

參選原因︰ 

本人去年長時間參與家長義工工作，支援學校及家教

會各項工作，如康樂組組長及擔任興趣班導師。本人

也是家長校董代表，而由於經常到校參與各項工作，

所以對學校的運作十分瞭解。本人希望再次透過參選

家教會，為我們的子女共同建設美好的學習環境。請

各位多多支持！                 

 

服務學校經驗︰ 

1. 現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及康樂組組長。 

2. 現屆基灣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 

3. 擔任協助小一午膳、升中模擬面試及升中座談會義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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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家長教師會 

2018-2019 年度 家長委員選舉 
 

 候選家長： 陳婷瑤 

 學生姓名︰ 陳穎澤（6C） 

  陳穎曈（1C） 

參選原因︰ 

希望以自己微薄之力協助家教會日常之

工作和所舉辦的各項活動，期望能夠把家

校合作的精神承傳下去，與學校和其他家

長委員攜手合作，共建美好的大家庭，陪

孩子一起快樂健康成長。        

 

服務學校經驗︰ 

擔任遊戲日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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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家長教師會 

2018-2019 年度 家長委員選舉 
 

 候選家長： 黃依娜 

 學生姓名︰ 蔡佩珊（6D） 

  蔡展明（3A） 

參選原因︰ 

本人希望可以加入家教會與老師同心合

力，秉承本會的精神為培育我們的下一代

出一分力，也想為學校分擔工作，服務學

生及學校。              

 

服務學校經驗︰ 

擔任遊戲日及運動會義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