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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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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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三十八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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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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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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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馮天詠 ���� 郭孟瑜 X 趙慧珊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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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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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    ：陳玉珍女士、賴遠媚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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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第五次）會議紀錄，財政報告收入摘要欄(第五頁) ，
並作出修正資料如下： 
 
扶輪社贊助(經絡) 更改為：扶輪社贊助(經絡班 T 恤) 

以上修正內容由余均慧老師動議，委員葉麗琰女士和議。出席委員一致通過以上修訂及

會議紀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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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何少雄先生和議，出席委員

一致通過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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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3.13.13.13.1  暑假期間，好多老師回校工作，如幫助學生補課、舉辦中一新生升中銜接課程等。在此 

要多謝老師的幫助和付出。而家長義工亦支援好多工作，如中一新生輔導日和中一新生

註冊日等，也多謝家長的參與和付出。 

3.1.1     開學後的午飯時間管理，主席也帶領很多新的家長義工來參與，在此要多謝家長義工對

學校的支持。 

3.1.2     有關鉛水事件，學校已裝置 3M 濾水器，過濾所有雜質，包括重金屬，以確保食水安全。 

3.1.3     2015 年 10 月 9 日將舉辦水運會，今次水運會邀請校友校董盧國強先生蒞臨做頒獎嘉賓，

歡迎各位家長踴躍支持，出席水運會。 

3.1.4     2015 年 10 月 12 日，14 至 16 日由教育局質素保證部門來學校進行校外評核，原則上學

校每 6 年 1 次，由教育局質素保證部門派幾位同事來評核，全面檢視學校運作，外評最

終目的，給予學校各方面改善建議，其中一天會安排約見 10 位家長，也會約見校監校

董等，到時校長也會與 10 位家長溝通。 

3.1.5    韓國領事館於 10 月 17 日在怡東酒店舉辦了一個韓國升學博覽會，分別有 20 間韓國大學 

      會介紹招生的方法，歡迎各位有興趣家長出席。 

    

3.2 3.2 3.2 3.2         劉家倫副校報告劉家倫副校報告劉家倫副校報告劉家倫副校報告    

3.2.1    本校本學年進行一個照顧學生學習差異的計劃，額外聘請多位教學助理和老師教導學

生，分別在中英數科目當中於課後增加增潤班、奮進班、輔導班等，提升對照顧學生學

習差異的力度，從而改善學生的學習。 

3.2.2    另外學校加設了中一，中二學生的功課留堂班，未完成功課的同學需要即日留堂完成功

課，提升學生學習的自主性。 

3.2.3    學生提議學生證轉為硬卡，學校多年來均採用軟卡，因學校要考慮各種因素，例如遺失

費用，行政上處理等問題，希望家長可就此提供意見，在場家長的意見均普遍認同學校

採用軟卡。 

    

3.3 3.3 3.3 3.3         黃國宗副校報告黃國宗副校報告黃國宗副校報告黃國宗副校報告    

3.3.1 荔天才華大賽之歌唱比賽將於 10 月 16 日中午時候舉行，歡迎家長出席支持。 

3.3.2    至於輔導中六同學方面，每位中六科任老師會跟進 3 至 4 位中六同學，協助同學在大學

聯招及其他升學問題方面作出指導，例如:面試，收生計分比重，選科策略，升學資訊等。 

3.3.3 中六的同學要寫兩篇自述文章，中文約 1000 字，用作學生學習概覽，英文約 400-500 字， 

      用於報讀 JUPAS(大學聯招)。 

3.3.4    盼望中六同學的家長多加注意，未來將會有很多資訊給予學生。 

 

((((四四四四)))) 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4.1學校學校學校學校結業禮結業禮結業禮結業禮    

4.1.1 2015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二)中一至中五的結業禮，主席譚江嬌女士代表本會頒發最佳成

績獎及最佳進步獎給得獎同學，並向各級致送最多敬師卡的班別致送禮物一份。當天，

主席譚江嬌女士亦頒發感謝狀給第二十一屆「家長也敬師運動」獲得最多敬師卡的 12 位

老師，並且頒贈了禮物和獎狀給各位老師，由於時間緊迫，未能一一同各位老師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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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敬意。 

4.1.2 當日學生們共同欣賞結業禮的過程，分享大家的喜悅。 

4.1.3 莊校長宣佈很多喜訊，獲獎無數，大家在結業禮中體會到學校給予同學很多發展空間，  

                    發揮同學的潛能。本校也擁有强大的師資隊伍，每一位老師都盡心盡力地教學，值得家 

      長和學生以及廣大的社會人士尊重。老師付出實在太多，在此講聲﹕多謝各位老師！ 

4.1.4    是次結業禮的頒獎嘉賓包括：校友會主席梁慧詩女士、校監成啟明神父、黃國宗副校長、

劉家倫副校長、陳美輝老師和家教會主席譚江嬌女士。 

 

4.2 4.2 4.2 4.2     香港都會扶輪社第八香港都會扶輪社第八香港都會扶輪社第八香港都會扶輪社第八屆屆屆屆就職晚宴就職晚宴就職晚宴就職晚宴         

4.2.1    香港都會扶輪社第八屆就職晚宴於 2015 年 7 月 22 日晚七時假香港上海總商會進行。 

4.2.2    恭喜黃文謟先生成為現任社長。 

4.2.3 學校委托本人帶隊參加是次活動。學生代表有扶少團團長陳依祺同學、副團長梁巧怡同 

                    學、幹事李卓南同學。 

4.2.4 陳依祺同學代表扶少團總結了過往一年的活動。 

 

4.3 4.3 4.3 4.3 簽署投標書簽署投標書簽署投標書簽署投標書    

4.3.1 暑期英文班及下學年的功輔班，已經完成投標程序，詳情已在上次會議的跟進事項 

                    已作報告。 

4.3.2    主席譚江嬌女士於 2015 年 7 月 23 日(星期四)返校簽妥標書，正式完成有關事宜。 

 

4444.4.4.4.4        中一新生輔導日中一新生輔導日中一新生輔導日中一新生輔導日    

4.4.1    2015 年 8 月 29 日(星期六)主席譚江嬌女士、副主席胡漢生老師、幹事葉麗琰女士。助委﹕

鄺美玲女士、莫仙蘭女士、楊雅雙女士、郭孟瑜女士。義工：賴遠媚女士，一起出席學

校舉辦的中一新生輔導日講座。 

 4.4.2 主席譚江嬌女士向各位中一家長介紹本會及家教會所舉辦的活動，多謝副主席胡漢生老師

協助簡報的播放。主席呼籲各位中一家長踴躍出席 10 月 25 日的第十七屆家教會大選及

週年大會，並積極邀請家長加入家教會和做家長義工，當天也向各中一家長介紹了出席

的家教會委員。 

4.4.3 講座後，各家長到課室見班主任。活動完結前最後 15 分鐘，各家教會老師及家長委員 到

課室推介家教會及呼籲中一家長參選。 

4.4.4 莊校長是日在禮堂同老師和家長一起合照。 

 

4.5   4.5   4.5   4.5   教育局舉辦之減少鉛接觸及食水安全講座教育局舉辦之減少鉛接觸及食水安全講座教育局舉辦之減少鉛接觸及食水安全講座教育局舉辦之減少鉛接觸及食水安全講座            

4.5.1 為加強學校對如何減少鉛接觸及食水安全的認識，釋除學校食水含鉛帶來的健康疑慮，

教育局聯同衛生署舉辦了八場內容相同的講座。教育局致函學校邀請教職員及家教會代

表(最多兩位) 出席上述的講座。 

4.5.2  2015年 9月 10日上午9時至11時校長莊紹文博士和家教會主席譚江嬌女士代表學校參

加了是次講座。學校也擔心鉛水對學生及老師的影響。 

4.5.3  據政府資料，2005 年後落成的屋村或學校比較多鉛水問題。荔天除了不是新落成的學

校，且學校早已裝置濾水器過濾所有食水，相信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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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莊校長亦曾了解濾水器的功能 且向負責學校的 3M 公司查詢過，指出每年皆有為學校做

濾水器的保養及更換濾芯，所以應該是安全的，並要求 3M 公司按教育局的要求，更換濾

芯。 

4.5.5 當天莊校長巧遇前聖心中學的舊同事，他目前已升任教育局高級主任。 

 

4.64.64.64.6         徵募家長義工徵募家長義工徵募家長義工徵募家長義工    

4.6.1  學學學學校的冬令時間已於 9 月 15 日開始，需要家長委員和義工回校協助派發午膳。歡迎在

座各位委員踴躍參與義工的工作。 

4.6.2  徵募家長義工的通告已於 2015 年 9 月 10 日發出，期望有多一些中一的家長參與。 

4.6.3     感謝校務處跟進的名單，主席譚江嬌女士本星期已收到名單。    

 

4.7  呼籲現任委員和助委參選 

4.7.1 主席譚江嬌女士呼籲家長參加「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選舉」，有關通告已於

2015 年 9 月 21 日發出。 

4.7.2  今次是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最後的一次會議，主席譚江嬌女士呼籲各位家長委員和助理 

                        委員繼續參選下一屆的家教會大選，並在此感謝過去一年參與家教會工作或活動的老 

       師、委員和助理委員，有你們的支持，家教會才可以繼續茁壯成長。最後，要特別多謝 

       校長對家教會的信任和支持，經常將寶貴的學校資訊第一時間通知我們，令家長們更了 

       解學校的最新情況，亦加強了家校的溝通，莊校長表示會一路大力支持家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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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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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初中英文班經已於 7 月 20 日至 7 月 31 日順利完成，升中一英文班，合共 3 班。而

升中二、中三級暑期班則合共 1 班。 

5.1.2 升中一的班級共有 43 人參加，人數較往年少。而升中二、中三級的一班共有 3 人參加，

較往年報名人數大幅下降，可能同學在暑假有太多活動的選擇。由於本年度開始以投標

形式邀請其他機構投標，人數和原定每班 20 人相差頗大，擔心下年度參加投標的機構會

大幅下降。 

5.1.3 恒生銀行先後於 7 月 15 日及 9 月 12 日致函本會，要求本會提交額外文件以確定「外國

賬戶稅務合規法案」(簡稱 FATCA) 下的稅務身份，限期為 31-03-2016。由於文件頗繁複，

又要下載表格，需時了解有關條文後才可以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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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至 2016 年度家庭及學校合作活動資助計劃申請表已於 7 月 3 日遞交，由於截止日

期為 9 月 4 日，據往年的經驗所得，相信要在 10 月下旬才知活動津貼的批核結果。本

年度申請的活動共有兩項：其中一項為出版會訊，另一項為舉辦家長講座。但已知經常

津貼較往年上升了 16%,，達$5,129.(去年為 HKD$4,418)    

5.2.2  關於教協咭的事宜，請各位已借用教協咭的家長盡快交還給家教會。感謝大家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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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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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2015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HK$)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支出支出支出支出(HK$) (HK$) (HK$) (HK$)     

承上結餘 90,523.60 「家長也敬師」運動禮物                 602.00 

        

        

總收入總收入總收入總收入    0.000.000.000.00    總支出總支出總支出總支出                                                                    602.00 602.00 602.00 602.00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89,921.60 89,921.60 89,921.60 89,921.60 

((((七七七七))))跟進事項跟進事項跟進事項跟進事項：：：：    

(1) 選舉大會細節安排 

--當天的程序(詳見另頁) 

--商討及通過茶點安排/預算，以$4,000 為上限。 

(2) 家長委員榮休紀念品--本年度將有 1 位家長---庾美茵女士榮休。 

(3) 全年工作報告--請秘書助委郭志惠女士按去年的模式做妥後交胡 Sir 跟進。 

(4) 年財政報告--請呂燕婷老師與稽核胡光威先生跟進。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名譽會員提名：待主席聯絡後再確實。 

--幹事委員及助委工作分享及感言 

-- 主席邀請家長參加第十四屆的朋輩輔導員課程，完成後，將有頒獎禮頒發證書。 

--「優質家長發展義務計劃」--全人發展中心，由主席介紹有關計劃，並徵詢各位老師及家長

的意見。 

-- 商議「替代家長校董」離職是否需要重選，經商議後，一致通過不需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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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時 34 分正式結束。 

 

 

 

 

 

 

     紀錄：陳迦南女士      主席：譚江嬌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