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 主 教 鳴 遠 中 學 家 長 教 師 會 

      P.T.A. of Catholic Ming Yuen Secondary School 

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 

徵收會費/商户優惠/家長資源中心書庫/續購學童意外保險通告 

 

各位家長： 

 多謝您們多年來支持家長教師會的會務發展，本會一向致力協助學校推行多元化活

動，去年主要贊助學校學業獎勵計劃、課外活動導師費用及全方位學習活動等，來年將繼續

配合學校發展方向，舉辦家長教育活動、義工服務活動等，有關本屆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可

參後頁 。現就以下事項通知各家長： 

事項(一) ：現徵取本學年 (2012-2013年度) 的家長教師會會費$80 (以學生家庭為

單位，即使每一家庭單位可能有數位成員在本校就讀時亦只須交會費$80) ，所有收

取之會費*皆用於協助學生各方面的發展。 

事項(二) ：本會將製作會員證，證件提供多項商户優惠，優惠詳情可參閱附件一。

另外，本會已購置適量家長參考資料並存放家長資源中心，歡迎借閱。(有關借閱資

料及方法可參閱附件二)。 

事項(三) ：本會已向聯誠保險代理公司續購團體人身意外保險，有關保險費用 (每

位學生全年保費為$18)，將會從每年家長教師會會費中一筆過支付(有關保障範圍，

詳見附件三)。 

 請  貴家長於 10月 9日(星期二)或以前著 貴子弟將回條及會費帶返學校交予班主任

點收，收據定當儘快發回。 

  

此致 

 

貴家長台照 

 

 

 天主教鳴遠中學第十七屆家教會主席 謝潔芳    

  天主教鳴遠中學校長 關怡清 啟 

 

 

二零一二年十月四日 

 

 

* 備註：本年度之主要工作計劃及支出預算見後頁 

 



天主教鳴遠中學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 

 

A.工作計劃 

目次 擬舉辦月份 活動 

1 2012年 7-9月 聯絡區內商户給予本會會員優惠 

2 2012年 4月至 2013年 3月 家長義工工作(校慶、陸運會、量體温、探訪老人等) 

3 2012年 7月 中一新生註冊日支援 

4 2012年 8月 中一新生家長迎新晚會 

5 2012年 10月 出席各級家長晚會 

6 2013年 1月 27日 週年活動暨會員大會 

形式： 校內活動(例：盆菜宴) 

內容： 活動回顧 、工作及財政報告 

7 2013年 2-4月 家長教育小組 

8 2013年 3月 3日 家長日暨第十八屆家長常務委員選舉 

9 2013年 4月 14日 家長教育講座 

10 2013年 5-6月 成立下列工作小組包括： 

1.校服推薦商服務監察 

2.校簿供應商服務監察 

3.午膳供應商及小食部服務監察 

B. 財政預算 

目次 項目名稱 預算款項 

1 週年活動津貼 $3000  

2 第十一屆暑期學院津貼 $3000  

3 購買全校學童意外保險 $11000  

4 家長資源中心設施費用(書刊/教育光碟) $500  

5 會訊製作 $2000  

6 家長教育活動 $3000  

7 教室冷氣機保養及更換基金 $10000  

8 贊助有關學行表現優異獎勵 $6000  

9 贊助課外活動 $20000  

10 贊助迎新晚會活動 $4000  

11 贊助書券及會考高考書籍 $2000  

12 雜項 $500  

 
合共： $65000  

 



<< 回  條 >> 
(請於 10月 9日或以前將回條交回班主任) 

 

事項一：徵收會費事宜 

敬啟者： 

頃接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徵收會費通告，知悉詳情。(請把 號填在適當之方格內) 

 本人同意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工作計劃及支出預算」，並繳付本年度家長教師會

會費用 80元。 

(如家長用支票繳費，抬頭請寫：天主教鳴遠中學家長教師會) 

 本人對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工作計劃及支出預算」財政計劃的意見如下： 

                                                                   

 與班主任聯絡，商討繳交「家長教師會會費」事宜。 

 其他意見： 

                                                                   

 

事項二及三：商户優惠/家長資源中心書庫/續購學童意外保險事宜 

敬啟者： 

頃接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商户優恵/家長資源中心書庫/續購學童意外保險通告。 

 本人已知悉有關詳情 

 本人對上述事項意見如下： 

                                                                   

 

 

 

 

 

此覆 

天主教鳴遠中學第十七屆家教會主席謝潔芳 

天主教鳴遠中學校長關怡清 

 

 

 

中___級____班學生：                 (   )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會員証姓名)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一二年十月  日 



  附件一 

商 戶 優 惠 名 單  

 商戶名稱 地址 提供之優惠 

1 榮華參茸中西藥房 將軍澳厚德商場東翼地下 G35-36號 參茸、海味、中藥(連特價貨品)九五折。 

2 福泰堂 將軍澳明德商場地下 34號 參茸八折 

3 春生厚參茸中西藥房有限公司 將軍澳寶林邨寶勤樓 306-307號 中藥部藥材滿$100 七折(海味、特價品除外)；西藥部滿$100九五折(特價品除外) 

4 將軍中西大藥店 將軍澳尚德邨尚德街巿 64-65號舖 參茸、湯料、藥品(日用品除外)九五折。 

5 七寶健康素食 將軍澳明德商場 28 號舖 九折($100 以上) 

6 龍華中醫診所 將軍澳南豐廣場 B123 號舖 診金連藥費 95 折 

7 卓華明牙科 將軍澳安寧花園一座二號舖閣樓 

(電話：2703 4848) 

將軍澳富寧花園商場一號舖 

(電話：2623 5789) 

九折 

8 日昌專業眼鏡有限公司 將軍澳坑口連理街商場 139B 舖 除基本折扣外，持證可減收$100，限光度眼鏡連架，其餘特價貨品可獲 95 折優

惠。 

9 慧視眼鏡有限公司 將軍澳南豐廣場地下 A49號舖 眼鏡架 7折連鏡片 9折、太陽眼鏡 6折，學生證 6折。  

10 名揚電訊 將軍澳南豐廣場 B13A 號舖 原裝手機配件 95折，非原裝配件 9折，優惠不包括手機及主機。 

11 名揚電訊 將軍澳厚德商場東翼 145號舖 原裝手機配件 95折，非原裝配件 9折，優惠不包括手機及主機。 

12 名揚電訊 將軍澳連理街商場 145B舖 電話配件九折 

13 傲捷科技 將軍澳明德商場 29 號舖 電子配件九折 

14 美源體育用品 將軍澳寶林邨 309 室 買滿$300可享 9折(特價除外) 

15 富林電業有限公司 將軍澳厚德邨厚德街市 H6號舖 本店燈泡、拖板等小型電器 9折。 

16 恒豐水電冷氣工程 

翠絲鮮花水族 

將軍澳尚德邨尚德街市 46號舖 

將軍澳尚德邨尚德街市 44號舖 

買滿$100有 9折。 

17 5C Computer Company Ltd. 將軍澳南豐廣場 96-97號舖 免費檢查電腦，每月指定特價貨品。 

18 彩虹電腦 將軍澳尚德邨尚德街巿 65A 號舖 免檢查費 

19 TIME MAX 將軍澳厚德商場 L127 號舖 特價再九折，正價低至七折。 

20 厚德興隆花店 將軍澳厚德邨厚德街市 H45 號舖 八五折優惠 

21 萬芊鮮花 將軍澳厚德邨厚德街巿 H60 號舖 買滿$200可享有九折 

22 千年店 將軍澳厚德商場 109 號舖 購物滿$50，九折。(特價品除外) 

23 千年店有限公司 將軍澳尚德商場 116 號舖 每次購物滿$30，可獲九折優惠，特價品除外。 

24 尚書房 將軍澳南豐廣場 B10 號舖 所有貨品九五折優惠，特價品除外。 

25 合家歡影視專門店 將軍澳南豐廣場地下 A28號舖 免費入會(入會時需帶備住址證明)，購買正價片有九五折。 

26 (影視美)影視會 將軍澳厚德商場西翼地下 G13 號舖 買滿$100可享 95折優惠，凡買任何套票均贈送 1 張套票。 

27 FISHING SHOP 將軍澳明德商場地下 33號舖 魚竿、魚鮫 85 折，小配件 9折 

28 雅緻美化家居中心 將軍澳明德商場新翼 38號地下 凡惠顧窗簾用品滿$500以上可獲九折，惠顧滿$2500 以上獲八折。 



 

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1 凝聚家校力量  家長教師會手冊   (７本) 蘇艷芳 教育署 

2 爸媽也上網 — 家長電腦教室 梁科慶 突破出版社 

3 親力親為 — 輔助孩子學習的新觀點 陳鶴安 阿湯圖書 

4 鼓勵孩子100金句 (第五版)  星島出版 

5 思家集  (2本) 李俊傑 香港路德會 

6 抗毒第一擊  香港路德社會服務處 

7 現代父母的智慧 — 讓孩子快樂 香港基督教女青會 金陵出版社 

8 親子共讀樂 李志豪 成長綜合服務中心 

9 前途無限fun(求職就業篇)   (28本) 陳聖光執行總監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等 

10 前途無限fun(升學進修篇)   (22本) 陳聖光執行總監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等 

11 明明白白我的心   家長篇   (38本)   

12 親子溝通百合匙   (42本)   

13 派對丸透視   

14 不再神秘   (2本)   

15 婚約背後   

16 成長路上的點滴 — 認識「亞氏保加症」   

17 教導子女遠離毒品   (5本)   

18 親子溝通百合匙   (19本)   

19 處理童黨問題  家長錦囊   (13本)   

20 鼓勵孩子100金句 (第八版 ) 崔永昌 星島出版有限公司 

21 鼓勵孩子100金句 (第二版) 黃美莉 星島出版有限公司 

22 創意學習 游達祐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23 家庭快速食譜(第三版) 李曾鵬展 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24 教仔俱樂部 (第五版)   香港心理學會 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25 教仔俱樂部 (第十二版)   香港心理學會 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26 婦有健康 倪洛, 陳潔玲,  皇冠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27 父母增值學堂 王錦聰,  明窗出版有限公司 

28 家常便飯cook得起 邵寧子 嘉出版有限公司 

29 長今與哈佛女孩的母親 謝慶生老師 匯美傳意有限公司 

30 孩子兵法 — 快樂家庭心理秘笈 陳頌恩 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31 一位教育家母親給兒女的101個人生道理   

32 專家教仔法 梁若芊 零至壹 

33 專家教仔法   青少年篇 梁若芊 零至壹 

34 太太手記   (2本) 梁若芊 零至壹 

35 跳出感情框框   (3本) 梁若芊 零至壹 

36 走出婚姻迷宮-----婚姻雙贏之道 梁若芊 零至壹 

37 做人父母甚艱難 李伉儷 零至壹 

38 4Q親子錦囊 / 香港教育學院、香港頭條日報出

版有限公司 

39 家庭健康教育手冊：父母篇  (2本)  香港中文大學 

40 香港休閒農場指南2011  漁農自然護理署 

家長資源中心參考資源：可供借閱              附件二 

A：書籍 



 

 

B：視 聽 資 源 

編號 VHS.PAL (名) 出版 

1 如何明白少年心當孩子不再聽話 (第二輯) 突破機構 

 

編號 VCD (名) 出版 

1 怎樣與少年子女交朋友—當孩子不再聽話父母困惑分享會 突破機構 

2 當孩子不再聽話  突破機構 

3 引領孩子善用 IT 教育署 

4 成長的天空  共創實戰經驗 社會福利署  

5 裹糉樂 中華煤氣公司 

6 家、添健康 香港中文大學 

 

編號 DVD (名) 出版 

1 傑青禁毒電影「五樓」  

 

 

 

 

 

 

 

 

 

 

 

 

 

 

 

 

 

 

 

 

 

 

 

 

 

 

 

 

 

 

 

 

 

 



 

 

 
天主教鳴遠中學家長教師會 

借 閱 表 格： 

 

本人欲借閱 ( 書本 / VHS / VCD* )編號：      ，名稱：                                        

*請刪去不適用者 

借閱日期：  ／  ／   至  ／  ／    (此欄由學校填寫) 

中   班學生：      (  ) 

                              家長姓名：         

                                                     簽  署：         

聯絡電話：         

借閱章則: 

1. 借閱期以一個月為限，每次最多兩項。 

2. 如需額外表格，可自行影印或向校務處張小姐索取。 

3. 表格可由學生轉交校務處張小姐。 

天主教鳴遠中學家長教師會 

借 閱 表 格： 

 

本人欲借閱 ( 書本 / VHS / VCD* )編號：      ，名稱：                                        

*請刪去不適用者 

借閱日期：  ／  ／   至  ／  ／    (此欄由學校填寫) 

中   班學生：      (  ) 

                              家長姓名：         

                                                     簽  署：         

聯絡電話：         

借閱章則: 

1. 借閱期以一個月為限，每次最多兩項。 

2. 如需額外表格，可自行影印或向校務處張小姐索取。 

3. 表格可由學生轉交校務處張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