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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學生會的宗旨及幹事會職責  
(聯課活動組--學生會督導小組) 

一、學生會成立之目的以及宗旨： 
 

1. 透過籌辦各類型文康體藝活動，服務同學並維繫師生間之感情。 

2. 收集並向校方反映同學的意見，令校方更了解同學的需要。 

3. 透過級際或班際比賽令各級同學間的關係更深厚，並增加同學的歸屬感。 

4. 為學生提供各種不同的福利服務及文娛康體設施。 

5. 擴闊學生們知識與文化藝術方面的領域，組織表演，增進同學與他人交流及表演的

技巧，發揚梁植偉「全方位盡展才藝」的精神。 

6. 與各班會、學會的幹事會合作，加強協作及交流。 

7. 鼓勵同學積極參與校內及校外之各種活動及比賽。 

8. 執行聯課外活動組交付各項活動職務。 

  

二、學生會幹事會的職責及本年度主要職務 
 

學生會基本上須有 15 位幹事，大家分工合作，務求為同學服務，讓同學能參與不同的

活動，有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  

 

職位: 主要職務舉隅(例子)  

President / Chairman 會長 (1 位) 
1. 負責統籌學生會所有活動  

2. 常務幹事會會議的主席 

Vice-Chairman(Internal) (1 位) 

內務副會長 

1. 協助會長統籌學生會校內各項活動  

2. 常務幹事會會議的副主席 

Vice-Chairman(External) (1 位) 

外務副會長 

1. 聯校學生會： 

a) 可以加入屯門聯校學生會作會員學校。 

b) 派代表參選屯門聯校學生會幹事會成

員，以加強和其他學校的聯繫和合作，為

同學爭取更多福利，提高本校學生會於屯

門區的地位。 

 

2. 與其他學生會保持聯繫： 

a) 積極和其他學校學生會聯絡，舉辦更多

聯校活動。 

b) 例如和友校陳瑞芝中學、梁球鋸中學、

保良局百周年中學、妙法寺劉金龍中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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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學生會建立經常性聯絡，舉辦各類型

的聯校活動。 

c) 聯校活動包括聯校辯論比賽和體育運動

比賽等。聯校 Oral practice 及交換 Mock

卷，幫助中六同學應付公開考試。 

 

3. 學術講座： 

a) 邀請校友或成功人仕到校演講，以擴闊

同學的視野及培養多方面的興趣。 

 

4. 籌辦聯校歌唱比賽或綜合表演 

 

5. 協助會長統籌有關學生會及組織同學參

加校外各項活動。 

General Secretary 內務秘書 / 文書 

(1 位) 

1. 紀錄會議及處理文件檔案 

 

2. 學生會幹事訓練計劃： 

a) 舉辦此計劃目的乃培訓低年級同學，幫

助他們成為明日的學生領袖。 

b) 與外間社團或社區中心合作，擔任本計

劃的顧問，令學員得到更專業和有系統的

培訓。 

c) 舉辦訓練營，以發揮學員的潛能。 

d) 處理日常各活動及撰寫計劃書，並由學

生會其他幹事協助，讓學員得到實習的機

會，學以致用。 

 

Treasurer 司庫 / 財政 (1 位) 

1. 編寫學生會一學年的財政預算及財政報

告(預算呈交聯課組審核及分發) 

 

2. 對日常收支作紀錄 

Programme Secretary (3-4 位) 

康體活動幹事 

Assistant Programme Secretary 

副康體活動幹事 

體育事務： 

1. 班際足球或膠波仔比賽 

a) 組別：高級組，低級組。 

b) 注重球証質素，務求令比賽公正進行。 

 

2. 班際籃球比賽或三人籃球比賽 

a) 加強與各班班會職員的溝通，使比賽能

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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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班際乒乓球比賽 

a) 冠軍隊伍將有機會和其他學校的隊伍進

行比賽。 

 

4. 長跑比賽 

a) 為加強各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所以特

設此長跑比賽，令同學們可發揮潛能。 

 

5. 敬師週 

a) 主辦師生足球及師生籃球比賽，以增進

師生間之感情。 

b) 推動其他敬師活動如敬師日 

 

6. 邀請體育示範 

例如： 

a) 手球  

b) 踢毽子 

c) 閃避球 

 

7. 各類訓練班 

a) 可考慮推動各類訓練班，幫助同學發展

潛能。 

 

8. 設立體育運動諮詢小組 

  

康樂事務： 

1. 中秋環保燈謎會或萬聖節派對  

a) 於中秋或萬聖節當日或之前舉辦。 

b) 加入創新和剌激的遊戲攤位。 

 

2. 學術活動週 

a) 與各學會合作舉辦學術活動週。 

b) 加強與各學會之溝通，擴闊同學對各知

識範疇和學會的認識與了解。 

c) 設學藝工作坊讓同學廣泛參與。 

 

3. 冬假聯歡 

a) 提供小食及飲品。 

b) 與餐廳洽談合作，以得到食物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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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事前以問卷徵詢同學對冬假聯歡的意

見。 

d) 可邀請校外戲劇組到校演出，增加節日

氣氛。 

 

4. 佛梁新星歌唱比賽 

a) 分高、低級組作賽。 

b) 設立師生合唱組，讓老師有更多參與的

機會。 

c) 可邀請校外歌手到校演出，增加氣氛。 

 

 

5. 新春攤位遊戲 

a) 與幹事會及各學會合作舉辦新春攤位，

認識祖國傳統特色，讓同學感受當中的節

日氣氛。 

 

6. 師生日或師生週 

a) 與幹事會合作籌辦，以不同形式的遊戲

令同學從中學習箇中的意義。 

 

7. 敬師週 

a) 派發心意咭及絲帶予同學，使各同學得

以向老師表達謝意。 

b) 與體委合作舉辦師生足球和師生籃球比

賽，以增進師生間的感情。 

c) 可考慮加入” 敬師午餐” 。 

 

8. 活動統籌小組 

a) 定期與各學會召開會議，作為學生會和

各學會之間的橋樑。 

b) 透過撥款和協助，使各學會能更有效地

舉辦活動。 

 

9.展藝角表演活動統籌工作 

Welfare Secretary (1-2 位) 

福利幹事 

Assistant Welfare Secretary 

副福利幹事 

福利 

1. 商店優惠 

a) 謀求保留現有各項商店優惠，並與更多

商店洽談，務求令商店優惠有所增長。 

b) 加強己有各商店優惠的宣傳，使同學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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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知道可享用之商店優惠。 

c) 參與屯門聯校學生會的各項福利優惠計

劃，使同學獲得更多大型商鋪的折扣優

惠。  

 

2. 文康體用品及雨傘借用服務 

a) 借出文康體用品服務，並訂購一定數量

的新棋。（視乎現有的棋的新舊程度 

而定） 

b) 為同學提供廉價雨傘借用服務。 

 

3. 釘裝服務或其地裝套服務 

a) 由專人負責協助同學們釘裝活頁簿。 

 

4. 應屆聯校試題交流影印服務，使準備高

考和會考的同學更方便得到各校應屆模擬

考試試題。 

 

5. 售賣令同學能更方便、快捷地購買到便

宜的壁報材料。 

 

6. 文具售賣。 

a) 爭取最低價錢。 

b) 逢星期一、三、五午間及放學後售賣文

具。 

 

7. 年終舊書買賣服務。 

 

8. 設立「環保廊」二手物品代售服務。 

Publicity Secretary  (2-3 位) 

美工或宣傳幹事 

Assistant Publicity Secretary 

副美工或宣傳幹事 

1. 學生會壁報板 

a) 設計及佈置學生會壁報板。 

b) 內聯網學生會意見欄，供同學投稿表達

意見。 

 

2. 定期更新學生會壁報板 

a) 宣傳學生會之出版事務。 

b) 與學校出版學校通訊之委員會老師合

作，報導學生會的動向，列明學生會的校

內活動的日期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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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製作學校內聯網之學生會網頁 

a) 介紹學生會成員和工作，以及工作宗

旨。 

b) 報導學生會各項活動。 

c) 上載學生會幹事會會議記錄，增加學生

會的透明度。 

d) 學生會幹事會委派兩名同學全權負責學

生會網頁之製作與管理。 

 

Public Affairs Secretary 出版幹事 

(2-3 位) 

1. 以長遠出版一份校報為目標 

a) 以最好的印刷公司出版，使刊物更具吸

引力。 

b) 以提高刊物內容質素為首要出版工作。 

c) 刊物能以各種不同人物的訪問作專訪。 

 

2. 出版一份綜合性的學生報 

a) 介紹學生會的內部運作，增加學生會透

明度，更可令有興趣加入學生會的同學對

學生會有更深入的了解。 

b) 改善刊物內容，介紹更多潮流的動向，

使其內容迎合同學的喜愛。 

 

3. 定期出版一份報導學生會活動動向的簡

訊 

a) 和文康幹事合作，詳盡報導學生會所舉

辦的活動，令更多同學得知學生會活動的

細節。 

b) 兩部門加強合作，節省學生會出版開

支。 

 

除以上的服務和職責外，每一位幹事都需輪更於午飯及放學後，在學生會辦公

室，為同學提供幫助，並出席常務會議。而且每位幹事都需要負責籌備一至三

項活動，準備建議書，及對活動作檢討。  

30/08/2018修訂版。本文件只供參考，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24/9/2018 修訂通過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