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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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六六六屆家長教師會屆家長教師會屆家長教師會屆家長教師會 
(2014-2015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次常務會議記錄次常務會議記錄次常務會議記錄次常務會議記錄 
 

日期 ：二零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二十五至下午三時五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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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人 (總出席人數合共 32 人) 

當然顧問     ：校長莊紹文博士 

主席 譚江嬌 ����               

副主席 胡漢生老師 ���� 趙美娟 ����             

司庫 呂燕婷老師 ����               

稽核 胡光威 ����               

秘書 丘麗君老師 ���� 陳迦南 ���� 王玉琼 ����           

聯絡 劉家倫副校長 ���� 葉麗琰 ���� 陳彩屏 ����           

康樂組 周玉鳳老師 ���� 何少雄 ���� 賴翠玉 ����           

福利 余均慧老師 ���� 練彩芬 ���� 陳惠文 ����           

宣傳 蘇智霖老師 ���� 何立基 ���� 楊旭騰 ����           

幹事委員發展組 黃國宗副校長 ����               

秘書組助理委員 郭志惠 ���� 鄺美玲 X 馮天詠 ���� 郭孟瑜 ���� 趙慧珊 X       

聯絡組助理委員 范美儀 ���� 楊雅雙 ���� 付冬梅 ���� 夏愛珍 X         

康樂組助理委員 鄭智敏 X 李澤輝 X 周夢娜 X           

福利組助理委員 黃倩賢 X 陳月明 X 梁佩文 ����           

宣傳組助理委員 吳秋嫻 X 林麗惠 X 陳凱欣 X           

名譽會員    ：朱坤成先生，陳莉蓮女士 

義工    ：陳玉珍女士 

紀錄        ：陳迦南女士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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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上一次會議紀錄，由呂燕婷老師動議，委員胡光威先生和議，出席委員一致通過上

次（第十六屆第一次）會議紀錄。 

 

((((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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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蘇智霖老師動議，委員葉麗琰女士和議，出席委員

一致通過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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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3.13.13.13.1 明愛賣物會明愛賣物會明愛賣物會明愛賣物會     

3.1.1 本年度的「明愛賣物會」已於 11 月 16 日(星期日)假荃灣沙咀道運動場舉行，

約上午十時開始，活動設有各式各項攤位遊戲,拍賣,義賣等。 

3.1.2  當天共有12位家長出席支持，並與嘉賓：扶輪社社長李健華先生、前扶輪社社

長馮興宏先生(前統計署長及太平紳士,DGND)、莊校長、黃副校長、主席譚江

嬌女士、老師和同學一起合照。 
3.1.3  當日的遊戲設計冠軍和攤位佈置亞軍均由荔天獲得，可喜可賀。 

 
3.2 「「「「有品校園計劃有品校園計劃有品校園計劃有品校園計劃」」」」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3.2.1  在2014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三時至五時舉辦「有品校園計劃」講座，是

次講座邀請到凌葉麗嬋女士擔任主講嘉賓。 

3.2.2 是次講座主要對象為家長及學生，重點介紹凌太的女兒如何由反叛轉變為成績

優異學生的過程。 

  3.2.3  當天出席的家長共有 12 位，包括：主席譚江嬌女士、副主席趙美娟女士、幹

事及助委葉麗琰女士、陳迦南女士、陳惠文女士、黃倩賢女士。其餘家長有：

蘇巧玲女士及其先生、吳麗珊女士、高蘭芳女士、符麗珍女士和鄭善恩女士。 

   3.2.4  講座後，主席譚江嬌女士為家教會訂購了一批參考書及品格咭共 50 張，總值

$727，歡迎家長到家教會室借閱。 

 

3.3  時裝設計比賽時裝設計比賽時裝設計比賽時裝設計比賽    

3.3.1  2014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三) 黃智穎老師邀請主席譚江嬌女士同家長出席本年度

的時裝設計比賽。 

        3.3.2  為支持各位同學發揮創意，本會繼續向參賽的同學撥款合共$1,380.50作為 

原料津貼，以表支持。 

  3.3.3 今年的舞臺設計新颖，並以懷舊作主題，各人發揮得淋漓盡致。 

  3.3.4  當天有楊際澎老師、主席譚江嬌女士和副主席趙美娟女士擔任頒奬和評判 

工作，家長幹事陳惠文女士也參觀了比賽。參賽者之表現出色，令人感到 

非常鼓舞，並極之欣賞同學的創意精神，是次比賽非常成功。 

 
3.4 荔天才華大賽之歌唱比賽荔天才華大賽之歌唱比賽荔天才華大賽之歌唱比賽荔天才華大賽之歌唱比賽    

  3.4.1  賴子軒老師邀請家長出席在2014年11月27日、28日和12月18日中午在禮堂 
舉行的荔天才華大賽。 
 

 3.4.2   三天的比賽分別為個人及小組歌唱比賽形式。出席的家長共有 6 人，包括：主席

譚江嬌女士，委員和助委：陳惠文女士、葉麗琰女士、林麗惠女士和夏愛珍女士，

義 工：沈錦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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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荔景天主教中學開放日荔景天主教中學開放日荔景天主教中學開放日荔景天主教中學開放日    

  3.5.1  2014年11月30日學校的開放日，該天節目安排豐富，熱鬧非常，家教會在 
籃球場也設有攤位遊戲。 

  3.5.2  今年學校活動頗多，但一眾家長都積極參與和配合。攤位遊戲由扶少團設 

計，多謝歐 SIR 借出攤位遊戲給家教會。 

 3.5.3  當天莊校長、主席譚江嬌女士和各家長委員及義工在籃球場一起合照。 

 3.5.4  當天有「升中選校資訊講座」，下午有超過 500 位家長和同學參觀學校，禮堂座

無虛席，非常熱鬧。開放日主要對象給小學家長和學生參觀，當天下午的講座主

題為升中選校策略分析。 

 3.5.6   當天活動有各式各樣的攤位遊戲，包括家教會的攤位，童軍所製造的雞旦仔令人

難忘，茗茶環節也令人回味。還有樂隊表演和各科的展覽等等。 

3.5.7 出席的家長共 20 人，大家分工合作，把攤位遊戲搞得有聲有色。開放日攤位遊

戲非常熱鬧，不少學生爭相參與，即使大排長龍都不介意。校長亦有試玩支持，

黃國宗副校長、劉家倫副校長、副主席胡漢生老師也有前來支持。 

3.5.8 當天參與家長包括：主席譚江嬌女士；副主席趙美娟女士；委員、助委和義工：

陳惠文女士、王玉琼女士、陳彩屏女士、陳迦南女士、何立基先生、何少雄先生、

賴翠玉女士、胡光威先生、林麗惠女士、楊雅雙女士、范美儀女士、付冬梅女士、

郭孟瑜女士、陳玉珍女士、鄭智敏女士、沈錦雲女 士、梁佩文女士、夏愛珍女

士。 
3.5.9    主席譚江嬌女士、副主席胡漢生老師、副主席趙美娟女士、幹事陳惠文女士在開

放日也捐贈了攤位禮物。 

3.6  3.6  3.6  3.6  校際朗誦節比賽校際朗誦節比賽校際朗誦節比賽校際朗誦節比賽    
 3.6.1   2014年11月17日至12月17日期間，同學們需要參加 2014-2015 年度校際朗誦節

比賽，包括英文、 中文和普通話的朗誦比賽。 2014年11月 26 日(星期三)主席

譚江嬌女士、幹事葉麗琰女士及幹事陳惠文女士一齊帶隊去葵青劇院參加中文

朗誦比賽。二位參賽學生獲得一亞一季。 

3.6.2  多謝莊校長再次邀請家長協助學校帶隊參賽，朗誦帶隊家長包括：主席譚江嬌

女士、副主席趙美娟女士、陳恵文女士、賴翠玉女士、陳迦南女士、葉麗琰女

士、馮天詠女士、楊雅雙女士、王玉琼女士、李婉芬女士、付冬梅女士和賴遠

媚女士共 12 人。王玉琼女士、李婉芬女士也踴躍報名帶隊，但是日由於無比賽，

因此兩人取消帶隊。而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助委馮天詠女士和中一家長義工賴

遠媚女士的積極參與，令帶隊的家長多了生力軍，令到會務的推行更加出色，

一切盡在不言中，今次帶隊家長有幾位連續帶二次或三次隊，積極性令人敬佩。 

3.6.3   藉此機會，讓家長能欣賞比賽，並感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努力，當中分別獲取

冠軍、亞軍、季軍和優異獎，為校爭光。會上主席譚江嬌邀請大家分享帶隊趣

事及感受，有少數學生因緊張而導致忘記內容，有少數同學因未能獲得獎項而

臉上失去了笑容，但有些同學應付自如，足以看到她們日子有功，得到榮耀，

老師和同學平時付出的一切終有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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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7  3.7  3.7  荔天東港城報佳音荔天東港城報佳音荔天東港城報佳音荔天東港城報佳音    

        3.7.1   2014 年 12 月 14 日，學校扶少團同管樂團一齊去東港城報佳音。 

  3.7.2   在東港城，大家一同欣賞了學生的表演，所有人都情緒高漲地沉醉在滿瀉的歡

愉氣氛中。 

3.7.3    校長莊紹文博士、副校長黃國宗老師、主席及扶輪社社員譚江嬌女士、太平紳

士(前統計處處長)馮興宏先生、現任都會扶輪社社長李健華先生也同學生們一

齊高歌。之後大家一起影了大合照。 
    

3.8  3.8  3.8  3.8  第第第第 33333333 屆陸運會屆陸運會屆陸運會屆陸運會    

3.8.1   本校在 2015 年 1 月 8 日和 9 日在青衣運動場舉辦了第 33 屆陸運會，本會主席

譚江嬌女士獲邀請為頒獎嘉賓，而當天的主禮嘉賓為石鐘山小學葉介君校長，

他蒞臨致訓及頒獎。 

3.8.2  本年度報名參加 2x50 米親子競步的參賽者共有 6 隊，本人有幸同囡囡陳依祺

獲得亞軍，而楊雅雙和囡囡獲得季軍，冠軍為中六的家長。副主席胡漢生老師

也積極邀請家長參與親子競步的比賽。 

3.8.3   眾多家長出席同融入這愉快的熱閙的氣氛中。兩日出席的家長有﹕主席譚江嬌

女士、副主席趙美娟女士、委員、助委和義工有：陳惠文女士、賴翠玉女士、

葉麗琰女士、王玉琼女士、陳迦南女士、楊雅雙女士、練彩芬女士、梁美寶女

士、賴遠媚女士、高蘭芳女士、鄭善恩女士、胡卓榮先生和郭志強先生。是次

運動會前，部份家長已一齊聯誼飲茶，加强溝通。 
3.8.4  之後家長們熱情地和莊校長及兩位副校長一齊合照。 

 
3.93.93.93.9  2014201420142014 年義工總表年義工總表年義工總表年義工總表    

3.9.1  2014 年 1 月至 12 月義工總時數已統計完成，已交歐家勳老師，多謝各位家長

的支持，全年義工時數共有 2093.5 小時，令義工總時數穩步上升。 

3.9.2  希望 2015 年大家再積極參與和支持學校和家教會，投入義工行列中。 

3.9.3   主席譚江嬌女士呼籲家長抽空參加午膳看飯的義工工作，尤以星期五較乏人手

看飯。 
 

3.10  3.10  3.10  3.10  韓國韓國韓國韓國升升升升學講座學講座學講座學講座    

3.10.1 在2015年1月23日，天主教教區假伍華中學舉辦韓國高等教育展。莊校長將第

一手資訊通過主席譚江嬌女士已發送給各家長。 
3.10.2 在2015年1月23日(星期五)上午9點50分，各位已報名的家長在學校雨天操埸集

合，約10點開車。 
3.10.3 帶隊的老師有﹕劉家倫副校長、丘麗君老師、黃智穎老師。 
3.10.4 參加的家長有﹕主席譚江嬌女士、副主席趙美娟女士、幹事陳惠文女士、幹事

葉麗琰女士、義工梁美寶女士、伍梓華女士、鄒木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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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3.11 3.11 3.11 黃竹坑探訪活動黃竹坑探訪活動黃竹坑探訪活動黃竹坑探訪活動    

3.11.1  在2014年12月28日，扶輪社連同扶少團一起探訪黃竹坑聖瑪利安老院。 
3.11.2  當天一起探訪的老師和家長：黃國宗副校長、李儀老師和主席譚江嬌女 

士。 
 
3.123.123.123.12 扶輪工展會匯演扶輪工展會匯演扶輪工展會匯演扶輪工展會匯演    

    3.12..1  在2014年12月29日，扶輪社在工展會有一匯演活動，主要目標是呼籲市民捐贈

器官，帶出救人的正面訊息。 
  3.12.2   當天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獲邀出席作主禮嘉賓。 

 

((((四四四四)))) 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當日會議，莊校長因事務出外會議，未能出席。由劉家倫副校長和黃國宗副校長代為報 

告。 

4.1.1 劉家倫副校長提及使用電子通告系統、智能手機、平版電腦 App 事宜，將於 3 月

14 日（星期六）家長日介紹使用方法，當天家長將會收到登入密碼，根據指引即時

安裝和應用。開放時間由上午 8 時至下午 1 時，相信可以方便家長出席其中的時段。 

4.1.2 有關中三升中四講座，由於每年學生對科目的選擇不同，學校將於 3 月份提供模擬

選科會，根據學生的考試，用數學成績加英文成績和人數等因素排名，決定是否開

第三班英文班。以上學期考試成績作依據，方便家長的了解。 

4.2.1 黃國宗副校長： 

  韓國升學事宜，教區於 1 月 22 至 24 日（星期四至六），於天主教伍華中學舉辦講

座，有 8 至 10 間大學願意收海外生，教區曾接觸韓國大學，明白學生去韓國升學，

需適應韓文，而有些課程主要用英語授課，有些課程預備是要先學習韓文半年。世

界有名的延世大學曾收教區 1 名學生，其文憑試成績只屬中等。在香港有 18%的考

生升學，其餘 72%可能在 IVE、台灣或海外升學。學校會加強學生輔導工作和資訊

提供，讓學生有多一些升學出路的選擇。 

4.2.2 黃竹坑探訪和扶輪社工展會匯演的事項，主席已報告，不在此重覆。 

4.2.3 周玉鳳老師呼籲家長支持，將於 3 月 11 日中午舉行的饑饉午餐，是次資助的機構

為：香港盲人輔導會。 

4.2.4 3 月 28 日為探訪長者日，亦歡迎家長踴躍支持，稍後會有通告邀請家長和同學參加。 

 

((((五五五五)))) 副主副主副主副主席報告席報告席報告席報告    

5.1 5.1 5.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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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旅行社的要求，本會已於 2015 年 1 月 2 日繳交家校親子旅行的訂金$5000，以作

確認是次的旅行，出發前 14 天要向旅行社付清尾數。 

 5.1.2  剛於昨天收到區議會的撥款通知書，已批核的交通津貼為$5400。 

 5.1.3 家校親子旅行下星期開始報名，呼籲家長和老師踴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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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5.2 5.2 5.2 副主席趙美娟女士副主席趙美娟女士副主席趙美娟女士副主席趙美娟女士：：：：    

     5.2.1  新的教協會員證已完成更新，一共有5張，歡迎各委員透過家教會主席 

和副主席安排借用，必須填寫登記表格。 

  5.2.2  上次會議之西餅是由主席譚江嬌女士和副主席趙美娟女士自資提供。 

    5.2.3  會後將派發「有品校園講座」的品格咭給在座出席的家長，每位獲發一張。 

    

((((六六六六)))) 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    

2014201420142014----2015201520152015 荔景天主教中學家荔景天主教中學家荔景天主教中學家荔景天主教中學家長長長長教教教教師師師師會會會會    

財務財務財務財務月結表月結表月結表月結表    ( 20( 20( 20( 2011114444 年年年年 11112222 月月月月    ––––    202020201111555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    

摘要 收入 (HK$) 摘要 支出 (HK$) 

承上結餘 67,325.05 運費及感謝卡 (ICAN 全人教育

中心捐贈圖書) 

137.80 

  開放日攤位製作費 13.00  

    家教會室窗簾 880.00 

  旅行訂金 5,000.00 

  帛金(學生家長) 501.00 

  贊助時裝設計比賽 1,380.50 

  茶點(陸運會嘉賓) 151.20 

  參考書 727.00 

    

總收入 0.00 總支出 8790.50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58,534.5558,534.5558,534.5558,534.55    
    
((((七七七七)))) 跟進事項跟進事項跟進事項跟進事項    

 7.1 烹飪班---將於 2 月 7 日下午 2:30 分在家政室舉行，共有 25 名家長和學生報名參加，

共分 8 組進行，由黃智穎老師作導師。 

7.2 親子旅行------日期定於 3 月 8 日，地點為「富琴有機生態農莊、恐龍天地、有機生

果樂園、大埔鐵路博物館及沙田龍華酒店乳鴿餐」，旅行通告將於 2015 年 2 月 2 日

發出給家長，希望各位踴躍報名參加及支持。另外，計劃在 2 月 5 日和 6 日中午進

行報名工作，誠邀家長幫手報名的工作。旅行事宜交由康樂組周玉鳳老師、何少雄

先生和賴翠玉女士統籌，其他委員協助。請各家長踴躍提供協助。旅行每位收費為

$120 元正。 

  

7.3 新春團拜--下次會議 3 月 21 日中午將舉辦幹事團拜聚餐，主席譚江嬌女士歡迎老師

和家長委員踴躍報名，詳情請康樂組和福利組負責統籌及聯絡。 

 
7.4 探訪長者日---學校將於 2015 年 3 月 28 日舉辦探訪長者日活動，學校會發出通告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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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家長參與。有關當天的安排，詳情交周玉鳳老師介紹。為方便家長探訪區內的長

者，家教會將會資助當天的旅遊巴費用。 

 

7.5 健康愉快經絡操---由主席譚江嬌女士親自教授和介紹，擬於 4 月 25 日舉行。 

 

7.6 有關家長講座的安排，需當日決定舉辦日期和內容，交胡 Sir 介紹。經商議後，決

定選擇培正教育中心提供的講座，題目為「幫助少年子女面對焦慮及情緒困擾」。     

 

7.7 本會會訊只出版一期，主席譚江嬌女士煩請宣傳組蘇智霖老師、何立基先生和楊旭

騰先生大家共同籌備和釐定會訊的大綱及內容。蘇智霖老師呼籲各位家長可投稿和

提供相片，預算在復活節後假期截稿。 

 

((((八八八八))))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8.1 飢饉午餐將於 3 月 11 日舉行，詳情交周玉鳳老師報告。 

8.2 家長校董選舉事宜，鑒於法團校董會將於 3 月中成立，本會需要按上次會員大會通

過的會章，委任一名選舉主任(老師或家長，但家長不能是家長校董選舉的候選人)，

以處理家長校董選舉事宜，同時委派一位副校長、一位家長委員及一位教師委員成

為上訴委員會的成員。經商議後，胡漢生老師獲委任為選舉主任，蘇智霖老師和葉

麗琰女士獲委任為上訴委員會的成員 

8.3 ICAN 全人發展中心贈書千多本給本會，下星期將發與全校學生。 

8.4 第 21 屆家長也敬師運動已經展開，在 1 月初已派出每位同學一張敬師咭，預計 2

月尾截止。獲最多敬師咭的 10 位老師將由主席於學期尾頒發感謝狀和紀念品，而

每級最多敬師咭的班級也會得到禮物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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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    

  日期: 2015 年 3 月 21 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十五分開始  

  地點: 本校會議室 

 

主席在徵詢莊校長及所有出席者後，並無其他建議，宣佈會議於下午 3 時 55 分正式

結束。 

 

 

 

 

 

紀錄：陳迦南女士         主席：譚江嬌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