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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景天主教中學第十荔景天主教中學第十荔景天主教中學第十荔景天主教中學第十四四四四屆家長教師會屆家長教師會屆家長教師會屆家長教師會 
(2012-2013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次常務會議次常務會議次常務會議次常務會議記記記記錄錄錄錄 
日期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三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三時零五分 

地點 ：荔景天主教中學一樓會議室 

出席紀錄人數 ：出席委員及助理委員共 31 人(總人數 41 人) 

當然顧問     ：盧詠琴校長 

嘉賓         ：莊紹文博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譚江嬌 �               

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    胡漢生老師 � 趙美娟 �             

司庫司庫司庫司庫    呂燕婷老師 �               

稽核稽核稽核稽核    羅秀芳 �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梁國明助理校長 � 布玉玲 � 賴翠玉 �           

聯絡聯絡聯絡聯絡    簡士明副校長 � 呂桂嬋 �    練彩芬 �           

康樂康樂康樂康樂    周玉鳳老師 � 彭麗明 � 黃蓮開 �           

福利福利福利福利    唐炳賢助理校長 � 楊旭騰 xxxx 陳惠文 �           

宣傳宣傳宣傳宣傳    蘇智霖老師 � 李澤輝 � 曾貝汶 xxxx           

幹事委員發展組幹事委員發展組幹事委員發展組幹事委員發展組    黃國宗老師 �               

秘書組助理委員秘書組助理委員秘書組助理委員秘書組助理委員    梁健心 xxxx 郭志惠 xxxx 胡光威 �    田 瑋 �    鄺美玲 �             

聯絡組助理委員聯絡組助理委員聯絡組助理委員聯絡組助理委員    勞嘉儀 � 黃潔眉 � 郭煥蘭 xxxx 黃倩蘭 � 朱莉霞 xxxx 葉麗琰 �    張秀香 xxxx   

康樂組助理委員康樂組助理委員康樂組助理委員康樂組助理委員    黃少寧 � 關琮融 xxxx 王玉琼 � 楊琼芬 xxxx 梁玉珍 x       

福利組助理委員福利組助理委員福利組助理委員福利組助理委員    伍梓華 � 鄭智敏 x 莫仙蘭 x 徐錦瀾 xxxx 方月仙 x 吳秋嫻 x 楊 菁 xxxx    劉美桃 x 

宣宣宣宣傳組助理委員傳組助理委員傳組助理委員傳組助理委員    張淑嫻 � 黃錦蓮 xxxx 黃嘉敏 x 曾綺清 xxxx 林慧玲 � 陳世英 x     

列席 ： 名譽會員–張麗珠女士、陳惠蘭女士、朱坤成先生、周敏麗女士、陳玉清女士、

陳莉蓮女士 

列席家長：陳翠陵女士,何少雄先生 

紀錄 ： 田瑋女士 

  

 
(一一一一) 通過今次會議議程及修訂通過今次會議議程及修訂通過今次會議議程及修訂通過今次會議議程及修訂 

對今次會議議程，沒有任何修訂，由呂燕婷老師動議，委員呂桂嬋女士和議，出席委

員一致通過會議議程。 

 
(二二二二)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通過上次會議記錄通過上次會議記錄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對上次會議記錄，沒有任何修訂，由蘇智霖老師動議，委員羅秀芳女士和議，出席委

員一致通過上次（第十四屆第四次）會議記錄。 
 



荔景天主教中學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第五次常務會議記錄)                   
 
 

(三三三三))))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譚江嬌女士主席譚江嬌女士主席譚江嬌女士主席譚江嬌女士))))    

3.1 3.1 3.1 3.1 義工聚餐義工聚餐義工聚餐義工聚餐    

3.1.1  2013年5月18日(星期六)盧校長、全體委員、助委及義工在家教會常務會議後一同

聚餐，分享全年做義工心得，藉此互相聯繫，增進彼此感情。 

3.1.2 聚餐上盧校長和馮惠蓮老師頒發社會福利署的義工證書金、銀、銅獎給家長。 

3.1.3 獲得社會福利署義工證書的家長共12人包括：主席譚江嬌女士獲金獎，名譽會員周

敏麗女士獲金獎，委員陳惠文女士獲金獎。獲銅獎的家長如下﹕副主席趙美娟女

士、名譽會員陳玉清女士、呂桂嬋女士、黄蓮開女士、葉麗琰女士、朱莉霞女士、

賴翠玉女士、布玉玲女士、黃錦蓮女士。另外，家教會總義工時數超過一千小時獲

得金獎，現放在家教會室，感謝大家的支持。 

3.23.23.23.2 歡送盧校長晚宴歡送盧校長晚宴歡送盧校長晚宴歡送盧校長晚宴 

3.2.1 2013年5月18日成立籌備小組，並於2013年5月25日召開了第一次籌備會議。其後，

在2013年6月8日及29日分別舉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會議。詳情請參考附件。 

        3.2.2 是次籌備小組由簡士明副校長和主席譚江嬌女士擔任統籌，參加晚宴的老師和家

長、學生超過200 人，筵開17席。 

  3.2.3  其中家教會老師有﹕簡士明副校長、副主席胡漢生老師、唐炳賢助理校長、梁國

明助理校長、吕燕婷老師、王國宗老師、蘇智霖老師、周玉鳯老師。家長委員有﹕

主席譚江嬌女士、副主席趙美娟女士、羅秀芳女士、彭麗明女士、練彩芬女士、陳

惠文女士、曾貝汶女士、李澤輝先生、布玉玲女士、賴翠玉女士、王玉琼女士、鄺

美玲女士、葉麗琰女士、張秀香女士、徐錦瀾女士、吳秋嫻女士、張淑嫻女士、朱

莉霞女士、鄭智敏女士、伍梓華女士、何少雄先生、關琮融先生。名譽會員：張麗

珠女士、陳惠蘭女士、溤妙玲女士、朱坤成先生、周敏麗女士、陳玉清女士和陳莉

蓮女士。 

  3.2.4  經大家同心協力，上下一心，家長們同老師們一齊高歌，將晚宴的氣氛昇華到高

峰。更加令人難忘的是家教會致送紀念品和紀念卌環節。歡送會搞得有聲有色，深

受嘉賓和盧校長讚賞，令大家留下難忘的晚上。是次晚宴充分體現出荔天家教會團

隊精神，要多謝各方力量。在此再一次多所有工作人員同晚宴參加者。 

3.3 3.3 3.3 3.3 學校畢業禮學校畢業禮學校畢業禮學校畢業禮    

 3.3.1  2013年5月25日(星期六)下午，學校舉辦了第二屆中學文憑試同學的畢業禮。 

 3.3.2  主禮嘉賓包括：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博士、前統計處處長太平紳士馮興宏先生、

校監成啟明神父、胡艷芬校董、陳錦添校董、洪立茂校董和家教會主席譚江嬌女士。

當天出席者，還有很多貴賓等。 

  3.3.3  禮堂座無虛席，場面熱鬧，每一位同學都可以上臺領取畢業證書及拍照留念，老

師親切的笑容，同學難捨難離的友誼，令學校舉辦了一個既難忘又窩心的畢業典禮。 

3.3.4  出席畢業典禮的家長超過百人觀禮，而家教會委員、助委及義工共20人出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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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主席譚江嬌女士、副主席趙美娟女士、呂桂嬋女士、練彩芬女士、賴翠玉女士、

鄺美玲女士、葉麗琰女士、張秀香女士、徐錦瀾女士、陳惠文女士、吳秋嫻女士、

張淑嫻女士、朱莉霞女士、何少雄先生、關琮融先生。名譽會員：張麗珠女士、周

敏麗女士、朱坤成先生、陳玉清女士和陳莉蓮女士。 

 

                                                                                                                                                                                                                                                                                                                                                                                                                                                                                                                                                                                                                                                                                                                                                                                                                

3.3.3.3.4444        「「「「有您在旁有您在旁有您在旁有您在旁」」」」嘉許禮嘉許禮嘉許禮嘉許禮    
    

        3.4.1 2013 年 5 月 27 日(星期日)，盧詠琴校長、簡士明副校長、主席譚江嬌女士、副主

席胡漢生老師和趙美娟女士獲邀出席第十一屆「有您在旁」朋輩家長輔導員訓練計

劃嘉許禮的嘉賓，主席譚江嬌女士當日也是救世軍大窩口青少年中心的代表。 

 

3.4.2 嘉許禮由救世軍青年、家庭及社區服務署主辦。 

 

  3.4.3 嘉許禮假浸會大學舉行。 

 

  3.4.4「有您在旁」朋輩家長輔導員訓練計劃有布玉玲女士、葉麗琰女士畢業. 

 

3.4.5 喜悅之情令到自己覺得時間過得很快，去年自己在理工大學的畢業禮也令人難忘。 

 

3.3.3.3.5555        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二十周年誌慶暨家校合作大二十周年誌慶暨家校合作大二十周年誌慶暨家校合作大二十周年誌慶暨家校合作大使使使使頒獎禮頒獎禮頒獎禮頒獎禮    

    
        3.5.1 由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舉辦。 

 

  3.5.2 2013 年 6 月 1 日假伊利沙白體育館舉行。是日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頒

發--家校合作大使表揚狀。 

         

  3.5.3 主席譚江嬌女士、副主席胡漢生老師當選為{家校合作大使}。主席譚江嬌女士作為

代表上臺領取奬狀。 

         

 

3.3.3.3.6666 葵青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有限公葵青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有限公葵青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有限公葵青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有限公司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司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司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司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    

    
 3.6.1 主席譚江嬌在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四日星期五晚上參加葵青聯會召開的第 

        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 

  3.6.2 舉行地址﹕香港新界青衣長青社區中心禮堂。 

  3.6.3 會議報告了二零一三年聯會活動(一)---嘉許禮暨家校同樂日、活動(二)---小         

        學巡禮及升小講座、(活動三)----家長學院、義工訓練、境外交流等。 

 

3.7 3.7 3.7 3.7     18x2418x2418x2418x24全城起動齊齊拍全城起動齊齊拍全城起動齊齊拍全城起動齊齊拍------------社區摄影計劃社區摄影計劃社區摄影計劃社區摄影計劃 

  3.7.1 在6月16日上午有6位家長參加了此項活動。分別是﹕主席譚江嬌女士、布玉玲女士

同女兒、葉麗琰女士、賴翠玉女士、王玉琼女士同兩位女兒、何少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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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計劃由光影作坊主辦，是首個18區的大型社區摄影計劃，透過摄影媒介，鼓勵大家

關心社區，以相片紀錄香港面貌之餘，表達大家對社區的情感，同時，幫助市民認

識自己的社區。 

     3.7.3 荔天家長值得一讚，不但興趣廣泛而且好學。 

    

3.3.3.3.8888        葵青區家長教師會聯會葵青區家長教師會聯會葵青區家長教師會聯會葵青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嘉許禮嘉許禮嘉許禮嘉許禮            
                                                                                                                                                                                                                                                                                                                                                                                                                                                                                                                                                                                                                                                                                                                                                                                    

3.8.1  2013 年 6 月 22 日(星期六)葵青區家長教師會聯會舉辦第三屆嘉許禮，表揚區內

學校的傑出教職員、熱心家長及飛躍進步學生。 

3.8.2 當天典禮假陳南昌紀念中學舉行。 

3.8.3 葉慧忠老師獲得傑出教職員獎、主席譚江嬌女士獲得熱心家長獎、2A 班劉天港同

學獲得飛躍進步學生獎。感謝校長提名。 

3.8.4 當天由於葉慧忠老師家有喜事，未能出席嘉許禮，故此由胡漢生老師代為領取獎座

及證書。 

    

3.3.3.3.9999 家長講座家長講座家長講座家長講座    

    
3.9.1  2013 年 6 月 22 日、29 日和 7 月 6 日及 13 日，由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主辦  

的一系列家長講座。 

             3.9.2 講者包括：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劉兆碤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專業 

                       進修學院院長、輔導心理學家、香港專業輔導恊會認可督導、專業輔導員及院士陳

寶安博士。香港專業輔導恊會認可輔導督導、特許心理學家、註卌社工、香港理工

大學諮商與輔導文學碩士課程主任崔日雄博士。香港輔導教師恊會主席何玉芬博

士。 

3.9.3 6 月 22 日的講座參加家長為﹕鄭智敏女士同賴翠玉女士。    

        6 月 29 日和 7 月 6 日參加講座的家長是鄭智敏女士。 

 

3.103.103.103.10買賣監察會議買賣監察會議買賣監察會議買賣監察會議    

3.10.1  主席譚江嬌參加了買賣監察會議，是日投標通過了沿用盈信飯商。 

    

3.11 3.11 3.11 3.11 校政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校政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校政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校政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3.11.1 2013年6月24日星期一上午十點，主席譚江嬌參加了在荔景天主教中學校 

       監室舉行的校政執行委員會。 

3.11.2 此次會議由盧詠琴校長主持，與會者有簡士明副校長、主席譚江嬌女士和葉慧忠老

師。 

3.11.3 會議議程﹕1.祈禱2.通過上次會議記錄3.校長報告4.財務報告5.法團校董會 6.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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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視學7.校外評核8.投標項目.9學生成就.10.學生境外交流11.中一新生註冊及輔

導日12.校長歡送會13.暑期活動14.家長及老師意見15.其他事項. 

 

3.123.123.123.12籌備及製作家教會壁報籌備及製作家教會壁報籌備及製作家教會壁報籌備及製作家教會壁報    

3.12.1  2013年6月29日、7月9日及10日家長同心合力製作家教會壁報。 

3.12.2  出席製作壁報的家長包括：主席譚江嬌女士、陳惠文女士、王玉琼女士、葉麗琰女

士、朱莉霞女士、呂桂嬋女士和陳煒鋒同學、李靜敏同學共8人。 

3.133.133.133.13中一新生註冊日中一新生註冊日中一新生註冊日中一新生註冊日    

 3.13.1  本年度的中一新生註冊日已於2013年7月11至12日(星期四及五)舉行，詳情稍後交

副主席趙美娟女士報告。 

    

3.143.143.143.14都會扶輪社捐助家教會活動款項都會扶輪社捐助家教會活動款項都會扶輪社捐助家教會活動款項都會扶輪社捐助家教會活動款項    

3.14.1   都會扶輪社捐助家教會活動款項共三千港幣，主席譚江嬌代表家教會感謝扶輪社

前統計署署長溤與宏先生、社長丘斌博士、前扶輪社社長林成銘先生、曾鳳珠女

士對荔天家教會一路以來的支持。 

 
(四四四四))))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4.1.1    在大家的熱烈掌聲下,由盧詠琴校長陪同侯任校長莊紹文博士一同參加本次家教

會會議,在會議上,莊博士同大家分享自己的教學經歷及真情對話. 

 

4.1.2    莊博士首先讚揚家教會是學校的重要資產,很多時候,家長是學校同學生溝通的橋

樑,莊博士自1981年在沙田執教以來,到目前己任敎差不多20多年,而當校長也10

年,在二零零三年,調任元朗天主教中學當校長,差不多1年後調任深水埗南華中學,

大約1年後又調任西貢天主教崇真中學任教,再後來,調到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

喜中學,在那裡,莊博士原以為可以做到退休,怎知在天主的恩賜和機緣下,調到荔

景天主教任校長,內心非常激動,因為他曾兩次帶老師參觀本校.也算是和荔景天

主教有點緣份. 

 

4.1.3    莊博士希望未來推行來源上海的"成功教育", 並繼續推行啟發潛能教育,充份啟

發學生的濳能, 並相信每個學生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相信在校長及老師的培育

之下,每個學生的特長可以得到充份的發揮, 並對每一個學生都寄於厚望. 

 

4.1.4.   盧校長高度讚揚莊博士良好的教學理念,盧校長表示,自己雖然調任到高主教書院

擔任校長一職,但仍然擔任荔天的校董,也會継續服務荔天。此外，本校老師團隊



荔景天主教中學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第五次常務會議記錄)                   
 
 

穩定，一切已上軌道。請大家繼續支持新任校長。盧校長再次多謝家教會在7月5

日晚上籌辦的盧校長歡送會。 

4.1.5    盧校長感謝家長在7月11日和12日的中一新生註冊日回校幫手的家長。本年度的升

中統一派位已放榜，跟往年一樣，學位競爭激烈，本校只得4個叩門位，首日已接

獲超過200個叩門申請，且Band 1所收學生維穩。 
4.1.6    本校在7月17日將舉辦結業禮，盧校長歡迎有興趣參加的家長出席。 

4.1.7    本年度第二期的心弦琴聲已出版，盧校長表示這可能是最後一期她當荔天校長的

家書，各位家長將於學期尾會收到。 

4.1.8    今年暑期活動頗豐富，除繼續舉辦升中一的劍橋牛津英語幾趣營外，還有很多境

外交流活動：例如澳紐英語學習團、內蒙古生態保育及民族融和交流體驗計劃、

北京、山西和台灣也會舉辦交流團。 

4.1.9    最後在大家的掌聲下結束盧校長和莊博士的分享。 

 

((((五五五五)  )  )  )  副主席報告副主席報告副主席報告副主席報告                

    
  5.1   .1   .1   .1   副主席胡漢生老師副主席胡漢生老師副主席胡漢生老師副主席胡漢生老師：：：：    

    

  5.1.1  由於本會需要向「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組於學期尾作出活動評估報告，

現請家長填寫其中一項資助項目(出版會訊)的問卷，請於會後交到收集箱內。 

  5.1.2  下學年「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申請事項，亦於2013年7月11日由主席譚

江嬌女士和盧校長簽署後寄出申請表。 

    

 

5.25.25.25.2    副主副主副主副主席趙美娟女士席趙美娟女士席趙美娟女士席趙美娟女士    

    

5.2.1  2013年7月11日和12日的中一新生註冊日，家長回校協助介紹本會，讓中一新生

家長和同學了解本會的活動。 

5.2.2 出席的家長有：主席譚江嬌女士、副主席趙美娟女士、呂桂嬋女士、陳惠文女士、

王玉琼女士、朱莉霞女士、黃蓮開女士、名譽會員陳惠蘭女士和朱坤成先生共九

位家長。感激各家長的積極配合,令到活動又再一次圓滿成功. 

 

 
((((六六六六))))    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    
 

2012-2013荔景天主教中學家長教師會荔景天主教中學家長教師會荔景天主教中學家長教師會荔景天主教中學家長教師會    

 
流動資金月結表流動資金月結表流動資金月結表流動資金月結表 (13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 13年年年年7月月月月) 

摘要 收入 (HK$) 摘要 支出 (HK$) 
承上結餘 67118.15 義工聚餐食品 2000.00 

會費 1450.00 義工聚餐飲品 112.20 
  家長講座(發展大腦潛能) 2100.00 
  會訊 9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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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奬學金書劵 3600.00 
  贊助學生探訪活動(車費) 780.00 

  畢業禮花藍 270.00 

  葵青PTA聯會嘉許禮獲奬師生

禮品 

300.00 

總收入 1450.00 總支出 19142.2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可運用流動資金) 49,425.95 

定期存款資料 
存款編號 金額 到期日 預期利息 

#0001 70,022.80 4/9/2013 1.76 

 
(七七七七)  跟進事項跟進事項跟進事項跟進事項 
 
7.1 暑期初中英文班 

    將會開設升中二及中三的「暑期到校初中英語加強班」，目前為止，報名人數不少於15

人。至於升中一的「暑期升中英語補習班」，預計可開設三班，統一中心將於7月16日派

人到校辦理招生手續。 

 

7.2 劍橋牛津英語樂趣營 

    8月12日至 8月16日為升中一同學的劍橋牛津英語樂趣營。今年只提供中一級，其它年

級暫停舉辦。由於這個營的5天均為全日活動，學生需留校午膳，英文科主任Ms. Wu邀

請家長協助中午的午膳管理，共5日英語樂趣營，每日需要2個家長協助。現已報名的家

長共有幾位。 

 

7.3 中一新生輔導日 

    本年度的中一新生輔導日為8月17日下午2:15至5:00假禮堂舉行，歡迎各位家長委員出

席。 

 

7.4 中一家長聚會及中一新生適應講座 

    已定於9月28日(星期六) 下午舉行，是次講座將會由本校社工謝穎欣姑娘主持，此講座

預計45分鐘內完成，另有班主任時間。講座後，需要大量家長協助，分別到每班介紹本

會給中一家長認識，下次會議將詳細討論當天的安排和分工。 

 

7.5 下屆大選日期暫定於2013年10月27日(星期日) 舉行。 

     

7.6 擬定「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申請津貼的兩項活動 

    下學年申請津貼兩項活動包括(1) 會訊 (2) 家長講座 

 

(八八八八)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8.1 本年度中一至中五的結業禮為7月17日上午9時假禮堂舉行，有興趣出席的家長可以向主 

席譚江嬌和副主席胡sir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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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經投票後，一致通過撥款支付歡送校長晚宴的赤字，共$9000幾元。 

                                                                    

((((九九九九) ) ) )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日期: 2013年9月21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十五分  

  地點: 本校會議室 
 
主席在徵詢所有出席者後，並無其他臨時動議，宣佈會議於下午3時05分結束。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秘書：田瑋(助理秘書)                  主席：譚江嬌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