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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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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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三十五分至下午三時三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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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人 (總出席人數合共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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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陳迦南 ���� 王玉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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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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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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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事委員發展組 黃國宗副校長 ����               

秘書組助理委員 郭志惠 X 鄺美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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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月明 X 梁佩文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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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桂嬋女士 

義工    ：陳玉珍女士、賴遠媚女士 
紀錄        ：王玉琼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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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第三次）會議紀錄，並作出修正資料如下： 
 
3.2.3  2015 年 2 月 10 日為旅行抽獎和團拜購買禮物，當天出席的家長包括： 

主席譚江嬌女士、副主席趙美娟女士和康樂組委員何少雄先生、賴翠玉女士及福

利組委員陳惠文女士。在 3 月 3 日，因要包裝上述禮物，故主席譚江嬌女士和     

委員義工們：趙美娟女士、賴翠玉女士、陳惠文女士、馮天詠女士一同回校將     

禮物分類和包裝妥當。 
 
以上修正內容由周玉鳳老師動議，委員胡光威先生和議。出席委員一致通過以上修定及

會議紀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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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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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呂燕婷老師動議，委員何立基先生和議，出席委員

一致通過會議議程。 

    

((((三三三三)))) 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3.1荔天探訪長者日荔天探訪長者日荔天探訪長者日荔天探訪長者日    

3.1.12015 年 3 月 28 日(星期六)為一年一度的探訪長者日，本年度參加隊伍共有 63 組，

以「社區互愛一家親」為主題，超過 300 位區內長者受惠。 

3.1.2  當日的嘉賓包括：扶輪社社長李健華先生，前統計署署長及扶輪社前社長馮興宏

先生、與及十數位社友。當天一起在臺上出席的還有主席譚江嬌女士、     

南葵涌中心長者義工代表、校友會主席梁慧詩女士和扶少團團長陳依祺同學。 

當日由周玉鳳老師接待嘉賓，主席譚江嬌女士在此感謝周玉鳳老師的付出。 

3.1.3  莊校長和全體老師一起參與是次的活動，本會出席的家長約 20 人，包括：主席譚

江嬌女士、副主席趙美娟女士、馮天詠女士、葉麗琰女士、陳迦南女士、練彩芬

女士、郭孟瑜女士、楊雅雙女士、梁佩文女士、徐錦瀾女士、許偉民先生、劉勝

博先生、吳尚賢先生、張珮文女士和何立基夫婦等，參加的學生約有 200 人。  

3.1.4  全部參加的人數約有 300 人，出發點都是齊心給予關心和送暖給區內的長者，    

眾志誠誠。 

3.1.5 都會扶輪社贊助當天所有的米、物資和一些日用品。當天的旅遊巴車費由本會   

贊助。 

3.1.6  校長莊紹文博士致送了錦旗給家教會，主席譚江嬌代表接收。 

3.1.7  是次活動可反映荔天是一個充滿愛心的大家庭。 

3.1.8  公教報亦刊登了是次活動，詳情可參閱最近一期的公教報。 
    
3.2    荔天優勝者表演荔天優勝者表演荔天優勝者表演荔天優勝者表演    

                 3.2.1  賴子軒老師邀請家長出席在 3 月 25 日中午 12 點 50 分至下午 1 點 30 分，在本校禮

堂舉行的「荔天優勝者表演」。 

 3.2.2  當天出席的家長有：主席譚江嬌女士、副主席趙美娟女士、幹事陳迦南女士和 

     義工賴遠媚女士。 

     3.2.3  高年級的學生發揮所長，帶領師弟、師妹們表演的舞蹈，令到所有人都情緒高漲。 

     3.2.4  劉家倫副校長、黃國宗副校長、胡漢生老師、賴子軒老師、楊際澎老師、             

黃雪梅老師和音樂老師溫錦屏老師與家長和學生們在活動順利完成後影了      

大合照。感恩學校在各方面都有優質的老師培育下一代。 
    

3.3 健康愉快經絡操健康愉快經絡操健康愉快經絡操健康愉快經絡操    

3.3.1  2015 年 4 月 25 日(星期六)下午二點半在學校跳舞室(321 室)舉行了家教會全年活

動之一的健康愉快經絡操(主席譚江嬌女士擔任導師)。很榮幸能夠出一分力為當天

的經絡操擔任導師。養生經絡拍打操已成為一個潮流指標。隨著人們生活節奏日漸

快速，特別是港人工作忙碌，身體健康指數有待改善。通過經絡經疏通調節，從而

逹到調理身體、疏通氣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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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是次活動參與的家長和學生有：主席譚江嬌女士、副主席趙美娟女士、           

幹事陳惠文女士、幹事王玉琼女士(2 位)、楊雅雙女士和女兒黃子祺同學、        

高蘭芳女士、陳月明夫婦、何嘉文女士、郭孟瑜女士、劉淑貞女士、賴遠媚女士、

何惠玲女士、莊麗雅女士、夏愛珍女士、盧瑋青女士、王志珊女士、朱彬先生、      

甘淑英女士、吳愛華女士。在此多謝他們積極的參與和投入，也感謝副主席趙美娟

女士、福利組陳惠文女士、康樂組幹事何少雄先生(製作 BANNER 同攝影)的協助。

同時，感謝聯絡組幹事葉麗琰女士和陳彩屏女士及助委楊雅雙女士、付冬梅女士和

夏愛珍女士的配合跟進。 

 3.3.3  感謝都會扶輪社的大力支持，贊助是次活動的 T-恤，令到每個人都有一件新衫參與

活動。 

 3.3.4  活動的成功性當然要感謝學校派出 IT 組的曾煜祥先生和康樂組幹事何少雄先生，

全程在跳舞室幫大家拍攝。再次感謝當日出席的家長和同學。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3.4 會訊的籌辦和前期工作及會訊投稿會訊的籌辦和前期工作及會訊投稿會訊的籌辦和前期工作及會訊投稿會訊的籌辦和前期工作及會訊投稿 
        3.4.1  感謝會訊統籌人蘇智霖老師，工作之餘還要籌備出版會訊工作。 

  3.4.2 也感謝各家長百忙中也踴躍投稿。由於是次的投稿和所選相片眾多，但會訊的頁數 

有限，對未能全部登出，希望大家體諒。 

 3.4.3 感謝宣傳組幹事何立基先生和楊旭騰先生。  

3.4.4 主席譚江嬌女士在 5 月 12 日在校校對初稿，希望會訊可以如期出版。 
    

3.5    關於為尼泊爾關於為尼泊爾關於為尼泊爾關於為尼泊爾地震賑災募捐地震賑災募捐地震賑災募捐地震賑災募捐    

 3.5.1  近日學校為尼泊爾地震發出通告，呼籲師生和家長捐款賑災。 

 3.5.2 本會響應教區的呼籲，支持是次有意義的活動，願意捐款港幣$2,000 給「香港明愛」，      

      再轉送給災民。 

3.5.3 由於是突發性事件，是次會議需各委員通過本會撥出上述捐款港幣 2,000 作為賑災之 

用。經表決後，一致通過上述撥款。 
    

3.6    家長講座家長講座家長講座家長講座--------「「「「幫助少年子女面對焦慮及情緒困擾幫助少年子女面對焦慮及情緒困擾幫助少年子女面對焦慮及情緒困擾幫助少年子女面對焦慮及情緒困擾」」」」    

3.6.1  是次講座在 2015 年 5 月 9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假 213 室進行。 

     3.6.2  講者為培正教育中心提供的資深註冊社工蔡學偉先生，講座的聯絡跟進工作，    

事前由胡漢生老師負責跟進。  

     3.6.3  講座前由本會主席譚江嬌女士代表家教會致送 THANK YOU 咭給講者。 

     3.6.4  當天開會的茶點事前由主席譚江嬌女士、副主席胡漢生老師和康樂組幹事       

賴翠玉女士一同訂購，並感謝何少雄先生擔任當天的攝影師工作。 

     3.6.5  報名參加的家長接近 30 人，但可能天氣不佳，出席講座的家長約有 20 人。 

3.6.6  感謝聯絡組幹事葉麗琰女士和陳彩屏女士、助委：楊雅雙女士、付冬梅女士和 

夏愛珍女士的配合跟進。 

  藉此主席多謝每個組別為本會的付出及作出準備，特別是秘書組跟進會議記錄，幹事王玉琼

女士、幹事陳迦南女士、助委鄺美玲女士、馮天詠女士及郭孟瑜女士的配合跟進。是次會議記

錄由幹事王玉琼女士作出跟進。第五次會議記錄由郭孟瑜女士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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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4.1 好高興與各老師及家長們見面，及在此再次多謝各位家長對學校的支持，尤其是最近

尼泊爾大地震的事件，導致很多人痛失家園，學校發起募捐運動，原來家教會主席  

譚江嬌女士也隨即響應學校，由家教會支持學校募捐尼泊爾地震救災捐款，就連天主

教區也同時呼籲支持此運動。希望盡一分力量幫助有需要的人。 
 
4.2 原本準備部份參觀澳門大學及澳門旅遊學院的相片給各位欣賞，基於資料整理中的原

因，稍後在 213 室供大家欣賞。 
 
4.3 由譚江嬌主席舉辦之經絡操當日，本人於去年好享受此活動的過程，今年也很想參與

的，基於要出席由中學校長會所舉辦之【澳門生涯規劃考察團】，故未能參與今屆經

絡操。 
 
4.4 該次行程參觀了澳門旅遊學院及澳門大學(前名為澳門東亞大學)，該兩間學校為澳門

政府所主辦的，學費也較本港的大學學費稍低。本人理念上也希望尋找更多升學路向

給每位同學及家長參考，吸引之處如下： 

4.4.1 澳門旅遊學院每年收生情況，給海外留學生獎學金，而澳門政府也有可觀的津

貼以作獎勵，香港留學生也可當作澳門大學生的學費範圍計算，更吸引之處是

四年大學時間內，可有半年時間是自選心儀之世界各地的國家作為實習地點，

而學費只計算澳門旅遊學院之學費。 

4.4.2 澳門大學(前校名為澳門東亞大學為一所私立大學)，及後由澳門政府收購，剛

好搬上新址(橫琴區)，鼓勵家教會也可到澳門參觀走一趙，環境十分舒適和地

方十分廣闊，(橫琴地段)本是由中國政府租予澳門政府作為興建大學用途的，

設備及設施相當完善，入學要求及條件也跟香港入學要求接近，但入讀大學機

會較容易，也能得到澳門政府的資助。 

4.4.3 這兩天的行程，相信深深感受到是次為好消息的體會，並值得在此給各位家長

及學生作為推介之分享。 
 
4.5 在 2015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天主教教區舉辦深圳一日遊，並參觀深圳理光(RICOH)

的廠房，以了解公司的管理運作，無論員工密集性以至到影印機生產線，繼而了解公

司推行環保過程，感受到另類資源管理。下午時段到另一所參觀地點：深圳華惠廠房，

在香港的某大機構，手提電話之部件已經是該公司的產品，科研先進不斷上升。本人

參觀該兩間廠房的原因是擴闊視野，並替本校引入新科技，務求添置更加完善的先進

I.T.設備，基於學校已申請 Wi-Fi 900，也會了解更多供應商以作出參考。  
 
4.6 本校獲教育局揀選為學術研究的其中一所中學，該研究團隊由中文大學副校長侯傑泰

教授（心理學教授）親自領導，研究對象為今屆的中三級學生，研究學生在全港性系

統評估 TSA 方面的成績，以問卷及訪問形式了解學生及其家長，對於學生行為品行、

睡覺及早餐行為、自我概念、興趣……等各方面進行分析。了解家庭對子女如何對學

業之提升作出研究，全港學校約 10% 獲選中參與此研究。 



荔景天主教中學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第四次常務會議記錄)                             第 5 頁，共 7 頁 

4.7 由 2014 年 9 月 1 日至 2015 年 5 月 15 日。本校曾獲多項獎項，由於時間有限，未能

盡錄，只能將部份獎項讀出，摘要獎項包括如下： 

a)香港青年協會 (有心校園 2005-2015) 

b)屈臣氏集團之香港學生運動員奬 (2014-2015) 蔣杰  (6E) 

c)荃灣鄉事委員會 (奬學金) 曾佩琳(6B) 

d) 2015 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 (學生代表往韓國交流) 張國富(3A) 

e)香港浸會大學第八屆大學文學奬 「少年作家奬」 周曉桐(4A) 

f)香港中學生物奧林匹克比賽 (1 等奬) 洪浚昇(6A) 

g)高中數理比賽 (數學優等奬) 李曜丞(6A) 

h)澳洲國家化學測試 (化學優等奬) 張良  (5E) 

i)葵青區中學分會中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乙組跳遠-季軍) 何國良(2D) 

j)葵青區中學分會中學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丙組 100 公尺-冠軍) 莊斯琪(1B) 

k)葵青區中學分會中學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丙組跳遠-冠軍) 莊斯琪(1B) 

l)第二十八屆葵青區舞蹈比賽 (中國舞-青年組-金獎) 22 位同學 

m)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中國舞-甲級獎) 22 位同學 

n)第五十一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HIP HOP JAZZ-乙級獎) 23 位同學 

o)思健學會－聯校戲劇表演「Teen 使」行動： 

區聯校話劇比賽(最佳劇本獎及至尊金獎) 13 位同學 

p)童軍技能比賽－任國釗會長盃 (冠軍)  

q)深資童軍支部技能錦標賽 2014 (區總監錦標賽-季軍) 

r)優異旅團 2014 

s)新界地域升旗比賽 2014 (第 4 名) 

t)總領袖奬章 ４位同學 
 
藉今次機會同各位家長分享喜訊，與此同時，更多謝各位老師背後一直以來默默耕耘，耐

心和默默地幫助各位同學練習。亦多謝各位義工家長協助帶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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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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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 屆「家長也敬師」活動已於 4 月尾結束，本年度共有十二位老師獲得最多學生

致送的心意咭，而獲獎的老師將於結業禮當天由主席頒發教師嘉許狀。而每一級投票

最多的獲獎班級如下：1A、2B、3A、4A、5A 和 6B。而中六獲獎的班級將於下星期    

畢業禮當天由班主任代為頒發。其他班級將於 6 月尾由班主任頒發。 

 

5.1.2 本年度家教會所頒發的獎學金與最佳進步獎如下：最佳成績獎共頒發 6 個：中一至      

中六考獲全級第一名，共有 6 個，各得證書一張和書券六百元。而最佳進步獎共有 30

個：中一至中五學期終結時的成績，與段考時比較，其總平均分進步最多的每級前 6

位同學。各得證書一張和水晶獎座一個，共 30 個，以示鼓勵和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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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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 屆「家長也敬師」活動的禮物，由主席譚江嬌女士和副主席胡漢生老師於   

下星期內購買，主席譚江嬌女士會邀請其他委員及助委協助一起包裹禮物。 

5.2.2 5 月 23 日(星期六)為學校的畢業禮，本會當天將會訂購一花籃恭賀學校的畢業禮，

將由胡漢生老師代為辦理。請大家踴躍報名，出席下星期舉行的畢業禮。    

    

    

((((六六六六)))) 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    

20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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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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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 2015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 

摘要 收入 (HK$) 摘要 支出 (HK$) 
承上結餘 97,791.50 團拜春茗餐飲尾數 4,664.00 
區議會旅行津貼 3,600.00 團拜春茗抽獎禮品 950.00 
團拜春茗收入 5,520.00 贊助「書券計劃」 3,350.00 

 贊助「探訪長者日」車費 1,600.00 
 經絡班支出 266.00 
 尼泊爾地震救災捐款 2,000.00 
 茶點 (講座及義工聚餐) 223.60 

 文具 196.00 
  

總收入 9,120.00 總支出 13,249.60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可運用流動資金) 93,661.90 

    

    

((((七七七七)))) 跟進事項跟進事項跟進事項跟進事項    

1)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的進展，交胡漢生老師報告。 

2) 會訊---交蘇智霖老師及宣傳幹事報告。 

3) 暑期初中英文班---由於法團校董會的成立，需要一定投標程序讓外界機構去舉辦， 

 是次需商議是否繼續舉辦。經商議後，決定繼續舉辦。 

4) 中一新生註冊日及壁報佈置---今年全港中一新生註冊日定於 7 月 9 日及 10 日舉行。

本會壁報需在 6 月底前完成，在註冊日用來推介家教會的工作，讓新生家長認識家教

會在一年裏舉辦過什麽活動，對家教會有初步認識。主席譚江嬌女士呼籲各委員踴躍

出席中一新生註册日，協助推介家敎會的工作與及報名參與壁報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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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  釐定中一家長聚會及中一新生輔導日 8 月 29 日(最期六)。經商議後，中一家長聚會 

      及中一新生適應講座由中一新生輔導日取代。 

(2) 釐定下屆大選日期，初訂日期為：10 月 25 日(星期日)。 

(3)  義工事項：稍後會到 213 室頒發社署的家長義工金、銀、銅獎狀。 

主席呼籲家長繼續支持義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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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    

  日期: 2015 年 7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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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分正式結束。 

 

 

 

 

 

 

 

     紀錄：王玉琼女士      主席：譚江嬌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