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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洪敬賢 

子女姓名及班別: 1B 洪梓芊  

競選政綱:  

    大家好，我是 1B 班洪梓芊爸爸-洪敬賢(TERRY)，這是

我第一次參選家教會委員！   

    我認為 PTA 不只是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在我而言，

參選我的 PTA是，Partner Teaching Articulate,家教會是讓學校

與家長有良好的連繫，伙伴教導協助孩子成長。                                    

    我想代表家長們向學校發聲,多了解女兒校園生活，所以

我想加入 PTA 的大家庭！ 

    我的職業是會計師，有超過十年會計經驗，相信我可以運

用我多年的經驗及知識以出任家教會司庫這一職位，為學校及

大家作出貢獻，希望大家投我一票！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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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戴志剛 

子女姓名及班別: 1B 戴允中 

 

競選政綱: 

    本人一直認為，教育的目的在開發個人的潛能，以及培養

正確的價值觀。這樣小朋友能快樂地享受學習過程，得到最好

的學習效果。將來也能為個人，家庭，社會帶來最大的幸福。

要達到這個目的，就需要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的密切配合。之

前我兒子在幼稚園時，我就參加學校的家長小老師和協助學校

攝影工作來瞭解學校的運作，知道身為家長該如何有效地配合

教育工作。今天我參選在家教會也是為了這個目的。與其說是

政綱，不如說是我的私心。我如果能佼倖當選，我希望能與家

長們分享我的經驗，服務跟我有一樣私心的家長們，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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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龍艷琴 

子女姓名及班別: 1C 李承燁  

競選政綱:  

    大家好，我是 1C 班李承燁同學的家長龍艷琴，首先我很高興這次可

以參加學校家教會成員的競選。我非常贊成以「道德為基礎」的教育方式。

而本校秉持「有教無類」,「全人教育」為目標，擁有 65 年的教育理念和

管理制度，有着完備的教育設施，更有優秀敬業的教師隊伍，我為我兒子

能在這樣一個優秀的學校裡學習而感到自豪。 

 作為家教會的參選者： 

1.我因為不想錯過孩子的每一步成長，所以現在是一名全職媽媽，我有時

間參與學校的一切事宜。 

2.《弟子規》曰“子不教，父之過”，家長永遠是小孩的第一面鏡子與教

科書， 做全職媽媽的這幾年，在小孩成才的同時，我自己也在不斷學習，

以實際行動為孩子做出表率和榜樣。带孩子參加了不同的親子活動、義工

服務。也對這些活動的安排有着豐富的經驗。 

3. 在做全職媽媽之前，我從事人事工作,所以對於與學校相關所需舉辦的

活動、社區服務、講座互訪、事物安排、規章制度制定等有非常豐富的經

驗。 

    參選家長教師會，因為相信家校通力合作，會讓我們的孩子擁有更好

的教育環境及質素，作為家長能夠在自己子女學校中參與服务，也是給在

學子女一份認同感，希望與大家同心同行，讓北官步向更好的未來，共同

建立一間[強而有愛]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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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國偉 

子女姓名及班別: 1E 李啟彥 

 

競選政綱: 
學校和家長雙方面的溝通和配合，對小孩子的學習和成長是非

常重要，而家教會正是一個很有效的溝通渠道，我參選的理念

如下： 

1) 把校方的教育理念及政策向家長傳達；     

2) 把家長的寶貴意見向校方反映；           

3) 打造一個快樂及關愛的環境，從而提高小孩子的學習興

趣； 

4) 協助家長去管理小孩子身心方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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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梁紹明  

子女姓名及班別: 2A 梁彥朗  

 

競選政綱: 
    大家好，我係 2A 班梁彥朗家長，好高興今次能夠參加北

角官立小學第 24 屆家長教師會選舉，我希望能夠直住今次選

舉可以代表到學生和家同學校表達到更多意見，請大家多多支

持投我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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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林濱瑜 

子女姓名及班別: 2B 林靖洛 

競選政綱:  

大家好！我是 2B班林靖洛的媽媽 Yvonne林濱瑜。去年仔

仔加入了北官的大家庭，剛開學時，我參加了學校的小一家

長義務助教計劃。起初我是希望對學校的各方面多點了解，

後來我體會到家校合作對小朋友的益處和重要性，所以我參

加了家教會的競選，成為了增補委員。 

2017-2018 參與過的工作: 小一家長義務助教、聯課活動

(自理課)的義工、親子旅行、運動會、PTA 親子旅行、學校開

放日、PTA 新生家長茶聚等。 

新的學年，我希望可以成為PTA正式的委員，繼續為同學、

家長及學校出一分力，請大家支持我，投我一票，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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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陳文達 

子女姓名及班別:1E 陳焯熙 2D 陳焯然 

 

競選政綱: 

    本人擔任多個義務工作，包括一所中學校友會的顧問，一

所大學諮議會成員，一所中學及一所小學的校董，熟識一般會

務的運作，希望用自己的能力，成為家教會委員，為家長與學

校服務，關顧我們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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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盧璐 

子女姓名及班別: 2C 朱均 3B 朱沅  

競選政綱:  

    本人善於組織、協調、溝通                                          

為了教育好孩子們也參加過一些專業學習，如兒童心理學、如

何有效溝通⋯；但還是覺得教育孩子是一門多元化的深奧學科。

在此過程中不斷思考及實踐簡單而有效的親子活動，至今还在

繼續努力。 

     參選抱負：希望在家長教師會這樣的大家庭繼續向其他

委員學習、取經，努力貫通［家校互通］理練，做好學校於家

長的溝通橋樑，為學校及家長教師會服務，同時用自己的行為

言傳身教，給自己的孩子們作榜樣，陪同他們一起學習、進步，

樹立良好的人生觀及價值觀。 

希望諸位家長支持我，投我一票！ 

謝謝大家！               

  



北角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 

     第二十四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競選自我介紹 
 

 

  

 

○9  袁元 

子女姓名及班別: 1B 孫瑞澤 3B 孫瑞晨 

競選政綱: 

尊敬的家教會各位領導：                   

    您們好！我是 1B 班孫瑞澤和 3B 班孫瑞晨的家長。我叫袁

元，2007 年通過香港政府之”優才計劃”到港工作，在某上市

公司從事管理工作。  

    2016 年，在小女有幸入讀北角官立小學後，我為了能更好

的照顧及培養兩個小孩就辭去了公司的所有職務，成為了一名

全職媽媽並積極參與學校舉辦的各項活動，同時也加入了家長

義工隊伍，至今己有兩年多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我見證了

學校為發展學生”德、智丶體丶群丶美”所做的努力，也看到

了學生們入校後一點一滴的成長過程。所以，我衷心的希望能

夠加入到學校家教會這個大家庭中，以便能夠更好的服務學校

丶服務家長，有更多的機會了解和支持學校的教育政綱及目

標！  

    再次感謝！ 

  



北角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 

     第二十四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競選自我介紹 
 

 

  

 

○10  呂劍青 

子女姓名及班別: 4A 呂哲謙 

 

競選政綱: 

本人現職為外資銀行資訊科技部的項目經理，曾經參加幼稚園

的家教會義務工作，協助籌辦活動。 

本人期望透過加入家教會家長隊伍,積極支援學校的各項工作，

使本校孩子都能愉快及健康地成長。 

如能成功加入家教會大家庭，會協助以下: 

1. 協助推動資訊科技項目，加強 STEM 教育 

2. 推動全人教育，發掘及發揮學生的潛能與專長 

3. 加強親子關係，建立和諧的家庭生活 

4. 促進家長與教師的聯繫，實行家校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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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顧慧芳 

子女姓名及班別: 4A 王睿晴 

競選政綱:                                                                                                                                                                                                                                                                                                                                                                                                      

    已投入在北官家教會這大家庭第七年了，分別擔任過司庫和

秘書兩個工作崗位。今年大兒子畢業升中了，妹妹也上高小了；

他們開始了新階段，我也開始了新階段。 

    自從小女兒出生後決定放下輔導工作，全職帶孩子。當初透

過參與「小一家長義務助教」和家長茶敘，與師長、家長委員面

談時，體驗和明白到「家校合作」的需要及重要性，並感受到團

隊對北官的熱誠及對孩子的愛，激勵我直接參與，望盡己之力，

共同為孩子建立健康快樂的學習環境，發揮家校合作的效果，讓

學生可以在更理想的教育環境下學習和成長，培養歸屬感，提高

學習興趣，裨益社會。 

    感激在參與、推動家教會的事務和義工工作中，不但對自己

在教養子女方面有很大幫助，更深刻體會到老師對教育工作的熱

誠，同時認識了一班充滿愛心、無私奉獻、互相幫助、有說有笑

的家長義工朋友們，讓我感動至深。能與開明的校方有商有量，

以有效教養孩子為大前提，使我每當在育兒路上遇到困難時，想

起這溫暖平安的家，心就定了。 

    盼與各位良師益友一起承傳北官的優良傳統，投入更多學校

的工作和服務，給工作繁重的雙職家長多一點扶持。 

    謝謝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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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黃鳳瑛 

子女姓名及班別: 2A 許進謙 4B 許慧妍 

 

競選政綱: 
    大家好! 隨著兩位小孩先後入讀北官，今年是我們加入這

個大家庭的第四個年頭。前三年為了了解小孩的學校生活，我

經常參加不同的義務工作：小一義務助教、陸運會照顧初小學

生、派發午膳以及小一打針等等。 

    本人修讀工商管理學位並有跨國公司市場策劃的工作經

驗。我也曾經在合一堂幼稚園擔任過家教會委員，籌辦過兩次

謝師宴。最重要的是作為全職媽媽，我相信自己有更多時間參

與家教會的日常工作以及組織各項活動。 

    今次參選是希望自己可以成為家教會委員，能夠貢獻學校，

服務家長學生。 

    請你們投我一票，讓我可以繼續將北官家校合一的精神努

力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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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張凱茵 

子女姓名及班別: 4B 劉紫瑩 

 

競選政綱:  

    本人是 4B 班劉紫瑩的家長。今年已是我第四年參加家教

會選舉。本人參選的原因是希望增加對北官的了解，讓女兒知

道媽媽也緊張她在校內的生活，彼此了解，從而增進她對北官

的歸屬感。再者，女兒在北官讀書是受惠者，本人希望回饋北

官，透過家教會為各家長舉辦不同的活動，令你們也能對北官

有一定的認識，建立彼此溝通的橋樑。本人承諾當選後，利用

工餘時間協助學校建立家校合一的文化及活動。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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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歐陽詠潔 

子女姓名及班別: 4C 鄭諾賢 

競選政綱:  

    不經不覺今年在北官已經踏入第十個年頭，因為大兒子於北

官畢業，今年已經中四，在這十年間，很感激北官帶給我兩位兒

子一個充滿愛而快樂的童年，他們擁有一個德，智，體，群，美

的校園生活，令我非常感恩! 

    由於大兒子在北官期間，本人需要全職工作，無閒參與學校

的義工工作,想聽到大兒子問，媽媽為何你不會像其他媽媽一樣回

學校做義工，我很想在學校見到你，其實每次聽到後，我心裡總

是酸一酸，直至小兒子讀小一時，我已經是全職媽媽，可以付出

時間做義工，我第一份任務便是「小一家長義務助教」，其後便是

午膳派飯及每早於大門前迎接回校的小朋友。轉眼間，這份工作

今年已經踏入第四年了，在這段期間，我可以更加深入認識北官，

透過家校合作，更體會到老師對學生的付出及愛，不止於學業上，

而是學生整體。而我亦更懂怎樣跟兒子相處，常常跟他說一些校

園的生活，而不是只關心學業成績，從而令我們的關係更加密切。 

    最後，在這幾年的義工工作，很感恩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

好媽媽，我們不只是家長，更是大家的好朋友。往後的日子，很

期待更多家長加入我們的義工行列，讓北官變成一個更有愛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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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何兆雄 

子女姓名及班別: 2B 何俊亨 4C 何佩欣 

競選政綱: 
    大家好，我係何兆雄。今年是我第二次競選連任為北官家教會常務委員。 

    最近兩年，我擔任學術，負責籌辦及安排太極、瑜珈、化妝、理髮、水墨畫家

長興趣班、家長講座及麥偉明盃圍棋比賽等等。 

    此外，於上個學年協助家教會購入一部紅外線體温儀贈校使用，省卻了家長每

天早上量度及填報小朋友體温表。隨後，亦動議家教會撥款，贈校一部户外太陽能

捕蚊器，多部户外紫外線捕蚊器，位於 G/F的一年級班房內全面加裝防蚊窗紗及分

體式空調擋風板。獲委員一致贊成及校方支持，並於上個學年內完成所有採購及安

裝，並投入使用，成效顯注，大獲好評。 

    能為師生帶來更好的環境，使我感到欣慰！ 

    如果今年再獲連任，將會建議擴展滅蚊設備至一樓範圍。當然亦會繼續盡力協

助未來會務及聆聽家長意見，作家校合作的橋樑。 

    幾年前，自擔任常務委員後，我曾負責本會總務及宣傳職務。亦曾協助：拍

攝各活動之相片及影片、家長講座、編製會訊、設計本會壁報板、物資及禮品採購、

悠閒下午茶之羅馬炮臺、新春嘉年華扮演財神等等工作，並一直致力監察午膳供

應商食物質素。  

    為了學童及大眾的安全著想，於 15-16年間曾多次向東區議員申訴，要求於學

校停車場及油站附近，加建行人過馬路設施至電車站。於兩年前的暑假，成功約

見路政署，運輸署及機電工程處的代表，並獲同意興建一紅綠燈過馬路設施。最

終於 2017年年頭完成興建工程，供大眾使用。 

    2016 年協助籌辦家教會台中境外交流團。此活動打破了歷年紀錄，有近百名

師生及家長參與，各人均獲益良多，盡興而回。 

    我相信 " Together, we can make a better tomorrow! "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為小朋友、各位家長及學校服務。 

請投我 何兆雄 一票，謝謝！  



北角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 

     第二十四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競選自我介紹 
 

 

  

 

○16  林月秋 

子女姓名及班別: 1D 何臻熙 5B 何臻樂 

 

競選政綱:  

  大家好！我是 16 號，1D 何臻熙和 5B 何臻樂的媽媽 林

月秋。作為家長都非常緊張，關心及愛護自己的子女，所以我

希望可以盡一份綿力為孩子、家長、老師及學校服務，促進家

校合作。在過去四年我積極參加義工活動，使我更了解學校的

運作。參加學校義工的工作使我不經不覺地把同學們當作自己

的子女去愛護。 

如果我能成為當中一員，我希望可以做一顆鈕扣，把孩子、

家長、老師及學校緊緊扣在一起，一層一層扣著，上下一心。

為孩子舉辦更多元化的活動，傳遞家長的心聲和意見。為孩子

締造一個充滿愛、優質和愉快的學習環境，使孩子鵬程萬里，

更進一步，有你們的票，孩子定能發光發熱。 

  



北角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 

     第二十四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競選自我介紹 
 

 

  

 

○17  林嘉威 

子女姓名及班別: 5E  林溢晴 

 

競選政綱: 

    大家好,我是最後一位的候選人林嘉威,我已經參加了5屆

家教會,亦是最近4屆的司庫;我現時也是我大兒子中學的家教

會司庫;我確是很喜歡參與家教會的職務,除了可以為校內不

同項目活動出力,更可以爭取更多機會和時間,跟不同的家長

互相分享育兒心得及經驗。 

    在此我也不忘跟大家分享一事,我時常鼓勵兒子不要輕言

放棄,任何事要堅持到最後,就會走出一條康莊大道;希望大家

可以投我一票,好讓我給兒子們證明,只要我努力和堅持,就算

這次有多少候選人參選,我都一定會勝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