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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景天主教中學第荔景天主教中學第荔景天主教中學第荔景天主教中學第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屆家長教師會屆家長教師會屆家長教師會 
(2015-201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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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三十五至下午四時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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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人 (總出席人數合共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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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何少雄 ����             

司庫 呂燕婷老師 ����               

稽核 胡光威 ����               

秘書 楊際澎老師 ���� 葉麗琰 ���� 馮天詠 ����           

聯絡 劉家倫副校長 ���� 賴遠媚 ���� 陳彩屏 ����           

康樂組 周玉鳳老師 ���� 何立基 ���� 賴翠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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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傳 蘇智霖老師 X 陳迦南 ���� 王玉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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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燕燕 ���� 郭孟瑜 X 胡丹琳 ����       

聯絡組助理委員 范美儀 ���� 楊雅雙 X 錢青青 X 夏愛珍 X         

康樂組助理委員 林麗惠 X 陸友傑 ���� 陳曼雲 ����           

福利組助理委員 黃嘉琪 X 陳艷珠 X 袁惠莉 X           

宣傳組助理委員 梁佩文 X 何瑞恩 ���� 勞慶惠 X           

當然顧問 ：校長莊紹文博士 

義工    ：陳玉珍女士，趙美娟女士 

紀錄        ：葉麗琰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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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余均慧老師動議，委員陳惠文女士和議，出席委員一致通過上

次（第十六屆第六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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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楊際澎老師動議，委員何立基先生和議，出席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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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    

3.1.1 主席譚江嬌女士首先請大家以熱烈掌聲歡迎新成員的加入，並期望能為家教會

帶來新的朝氣。本會很榮幸得到莊校長撥冗出席我們的會議，繼續擔任本會的

當然顧問。另外，歡迎本年度新加入的老師委員：楊際澎老師。  
 

3.1.2 主席譚江嬌女士代表本會感謝當然顧問成神父及莊校長，以及各位老師、各位

職工、各位名譽會員、各位家長及學生們，以往對本會的工作和舉辦所有活動

的支持和協助，使本會的工作能夠順利推行。 

(例如：1. 活動方面－ 得到校長、老師、家長和同學的參與，參加人數不斷增

加；2. 佈置壁報板及開會的事前準備 －得到工友、校務處職員和家長的幫忙；

3. 烹飪班 －得到家長的支持；4. 健康愉快經絡操 － 家長和同學的報名及出

席，也非常踴躍等等) 
 

3.1.3 主席譚江嬌女士詳細介紹執行委員會的架構、組織和分組(本會的架構，見文

件夾的內頁)，讓新會員對本會有更深入的認識。 

 － 本會全年共召開 6 次常務會議，平均每 2 個月開會一次，（會議通常在星期

六下午舉行）。 

 － 會議前，會透過貴子弟將會議議程和上次會議紀錄送交各家長委員及助理

委員，並由聯絡組委員個別通知提示出席。 

－ 如未能收到會議議程及上次會議紀錄者，可以在本校網頁(www.lkcss.edu.hk)

的家長教師會內的會議紀錄欄內下載。 

－ 各委員的聯絡資料，可以參考文件夾的內頁或過膠資料咭。 

  

3.1.4 根據會章第 3.6 條，主席譚江嬌女士提示各位會員，避免一切對外使用荔景天

主教中學家長教師會名義/職權收取任何私人及商業上利益，如有任何利益及

衝突，均需要申報。 

 

3.1.5 根據社團條例，家教會須將新一屆的新加入幹事委員名單及上屆離任的幹事委

員呈上警察部牌照科作記錄。 

 

3.1.6 今屆會繼續在秘書組和聯絡組推行師徒制，希望有助家教會運作更加暢通，讓

更多家長了解學校及家教會，從而培養歸屬感，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3.1.7 得到各位家長的支持，今屆參加大選的人數非常踴躍。藉著今次第一次會議，

請大家自我介紹一下姓名及專長，加強互相認識，以便協助將來本會舉辦的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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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選舉大會報告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選舉大會報告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選舉大會報告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選舉大會報告    

3.2.1 已於 10 月 27 日順利進行，參加委員選舉人數共 31 人，出席之老師、名譽會

員、榮休會員、家長及學生人數合共約 150 人。 
 

3.2.2 主席譚江嬌女士特此向出席的名譽會員與協助報到處工作的余張麗珠女士、陳

惠蘭女士、朱坤成先生、周敏麗女士致謝。另外，學校誠邀周敏麗女士和朱坤

成先生擔任監票嘉賓，以示公允。 
 
 

3.2.3 大會當日選出新一屆幹事委員十三人，助理委員共十八人。 
 

3.2.4 本年繼續有八位老師加入幹事委員會，參與本會會務。其中一位老師是新加

入，就是楊際澎老師。 
 

3.2.5  新一屆執行委員會的詳細名單，請參閱文件夾的內頁。 
 

3.2.6 主席譚江嬌女士多謝莊校長於今屆家教會大選中，安排同學們分享遊學的經

驗，令大選日加添熱鬧氣氛。主席代表本會向同學們表示謝意。 

 

主席譚江嬌女士謹向各位參與家教會工作的幹事及助委，致以最衷心的謝意，並祝願

新一屆的執行委員會合作愉快，各人均能貫徹家教會的成立目標，讓家長、學校、學

生三方面都能夠有良好的溝通。 

 
3.3        水運會水運會水運會水運會    

3.3.1   2015年 10 月 9 日(星期五)荔景天主教中學假青衣泳池舉行水運會。 
 
3.3.2  中一、二家長踴躍參與，約有10多 位家長出席。 
 
3.3.3 主席譚江嬌女士擔任頒獎嘉賓，而當天的主禮嘉賓為盧國強校友 。 

 

3.4 扶少團就職典禮扶少團就職典禮扶少團就職典禮扶少團就職典禮 

3.4.1  2015年10月14日(星期三)在學校禮堂舉行本年度的扶少團就職典禮。 
 
3.4.2   出席的嘉賓有：莊校長、黃國宗副校長、劉嘉凱老師、主席譚江嬌女士、前統

計署署長馮興宏太平紳士和扶輪社候任社長鄭美恩女士和團友。 
 

3.5    荔天才華大賽和歌唱比賽荔天才華大賽和歌唱比賽荔天才華大賽和歌唱比賽荔天才華大賽和歌唱比賽    

      3.5.1  2015年10月16日、23日和27日分別在中午假學校禮堂進行荔天才華大賽之歌唱比

賽。 
           3.5.2  埸面熱閙之餘，家長們更加感受到荔天同學的不斷努力，為學校付出自己所長，

學生的潛能也能發揮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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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比賽完畢後，校長莊紹文博士、家教會副主席胡漢生老師、主席譚江嬌女士、楊

際澎老師、溫錦屏老師、幹事陳惠文女士、賴遠媚女士、義工張紅彬女士和助委

陳曼雲女士一齊和各表演學生合照。 

    

3.6        校政執行委員會校政執行委員會校政執行委員會校政執行委員會    
 3.6.1  2015年10月19日(星期一)主席譚江嬌女士代表本會出席校政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

議。 
 

                               3.6.2  會上談及劍橋牛津英語樂趣營、校外獲獎紀錄、生活教育、境外交流團、輔導組

的活動、宗教培育及中學學位分配等等。 
 

                                        3.6.3  學校全年關注事項是：加強同儕協作，分享及推廣成功教學經驗；致力營造校園

欣賞文化，促進學生關己愛人精神。 
 

3.7 「「「「高中畢業多元出路高中畢業多元出路高中畢業多元出路高中畢業多元出路」」」」家長講座家長講座家長講座家長講座    
  3.7.1   2015年11月7日(星期六)下午3時至4時參加由學校舉辦的「高中畢業多元出路」

家長講座。 

 

3.7.2 出席的家長超過 60人。 
 

 3.7.3   講座讓家長了解新學制與及香港中學文憑試面面觀，同學畢業後的出路，老師

提點家長繳費截止時間，報讀大學、副學士和 IVE 的截止時間等等。 

 

3.7.4   出席家長包括：主席譚江嬌女士、副主席何少雄先生、幹事葉麗琰女士、幹事

練彩芬女士、幹事陳惠文女士、幹事賴翠玉女士、名譽會員周敏麗女士。助委

郭志惠女士、前委員：鄭智敏女士、楊旭騰先生、黃倩賢女士等。 
 
3.7.5   由黃國宗副校長致詞。黃嘉敏老師和黃凱俊老師擔任講者，講解清晰。 

 

3.8        籌備家教會第一次會議及擬定全年工作計劃籌備家教會第一次會議及擬定全年工作計劃籌備家教會第一次會議及擬定全年工作計劃籌備家教會第一次會議及擬定全年工作計劃    
3.8.1  在2015年11月10日，主席譚江嬌女士、副主席胡漢生老師和何少雄先生一起釐

定全年家教會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 
 

3.8.2 在2015年11月13日，為準備今次會議，一些開會前的文件夾及表格均需要更新，

特邀家長回校幫忙整理及更換。    回校幫手的家長包括：副主席何少雄先生、幹

事陳惠文女士和賴遠媚女士。主席代表本會向上述家長表示謝意。 

 
3.9  校內明愛拍賣會校內明愛拍賣會校內明愛拍賣會校內明愛拍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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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2015年11月11日(星期三)中午假學校新翼有蓋操場舉行「荔天慈善拍賣會」。 

當天出席的老師、家長和同學反應熱烈，拍賣場面非常熱鬧，各人爭取自己心儀

的禮物。 

       3.9.2 出席家長包括：主席譚江嬌女士、副主席何少雄先生、賴翠玉女士、賴遠媚女士、

陳惠文女士、林麗惠女士、陳玉珍女士、陳曼雲女士、李麗芬女士、倪娜女士和

張紅彬女士共11人。                  

 

((((四四四四)))) 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4.1 莊校長首先歡迎新加入家教會的家長，並多謝各位家長參與家教會的工作。 

 

4.2 水運會 

10 月 9 日的水運會，當日有很多中一家長出席，有家長反映聽不到大會的廣播，令到學

生喪失參加比賽的機會。可能參賽的中一同學太緊張，廣播聲音太散，未必聽到大會的

廣播。賽後我們即時檢討並作出改善。水運會原則上是每兩年舉辦一次，因之前經歷了

三十五週年和一些特別活動，所以押後到今年才舉行。體育科老師建議下次可以考慮在

室內舉行，但要向政府申請，暫時未知是否可以。2017-2018 年度將繼續舉辦水運會，但

因 2017- 2018 年度是學校 40 週年，再加上本校和石梨天主教中學將會聯合主辦全港教區

中學聯校運動會，會有 27 間學校參與。在考慮到老師的工作量和壓力，是否能夠在

2017-2018 年可以同時舉辦到水運會，要再進一步商議。歡迎家長就此發表意見。 

 

4.3 外評 

10 月初外評隊到本校進行校外評核工作，外評隊對各位家長對學校的愛護及付出均十分

欣賞，肯定本校家教會的工作，對本校有三十多位家長踴躍參加家教會的選舉，是第一

次所見。最重要的一點是家長很關心他們的子女，否則怎會花時間參加家教會的義務工

作，需要透過這個信息，讓同學知道他們的父母是很關心自己子女，肯定家教會的功能。 

 

4.4 葵青越野比賽 

有一個好消息宣布，在 11 月 11 日，兩位體育老師首次帶領同學們參加葵青區越野田徑

比賽，就獲得了女子甲、乙、丙組共三組的季軍，而且取得了全場總亞軍；全場總冠軍

和總亞軍的分數其實是一樣，因另一學校其中一組得了一個冠軍，因此他們得了全場總

冠軍，本校得了全場總亞軍。本校老師和學生在八月中才開始練習，而開學後每星期三

早上 7 時由老師帶領同學操練，好多謝兩位體育科老師的帶領，令學生發揮出他們的潛

能。各家長如希望子女更有毅力，可以鼓勵他們參加學校的田徑隊，激發他們的潛能。 

 

4.5  台灣大學參觀 

在此多謝本校四位老師：余均慧老師、黃嘉敏老師、黃凱俊老師及潘偉傑老師將於 11 月 

15 日至 19 日帶領部份中四、中五及中六學生到台灣參觀四間大學，分別是淡江、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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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及元智大學。期望日後學生可以有多一種不同發展出路的選擇。詳情稍後由余均慧 

老師講解。 

 

4.6  中學巡禮 

11 月 28 日是葵青區中學巡禮，約有 400-500 位學生和家長到學校參觀。另外，11 月 29 

日是本校開放日和小六升中資訊日，當日會向區內小學生及家長推廣本校，家教會當天 

將會設立一個攤位，希望各家長多多支持。 

 

4.7  陸運會及親子活動 

12 月 14-15 日是本校第 34 屆陸運會，在陸運會的第二天將舉辦親子競技比賽，現呼籲各 

位家長出席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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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撥款總數為 HKD$12,629。其中 HKD$5,000 為印製

會訊津貼，HKD$2,500 為舉辦家長講座，而餘數 HKD$5,129 作為本會的經常津貼。 

 

5.1.2 由於本會需於 12 月初向葵青區議會申請旅行的交通津貼，故需今次會議決定本年度的 

旅行地點，請大家在其他事項時投票決定旅行地點。 

 

5.1.3 有關恒生銀行要求本會提交額外文件以確定「外國賑戶稅務合規法案」(簡稱 FATCA)下 

的稅務身份一事，已於 2015 年 11 月 3 日填妥有關文件，並於當天寄回銀行。在此，要

多謝名譽會員朱生的協助。 

 

5.1.4 根據社團條例，家教會須將新一屆的幹事委員會名單呈上警察部牌照科作記錄。凡新任

及離任的幹事委員，和以下職位有更改的委員：包括正、副主席，司庫、稽核和秘書委

員等均需填表及附上身份證副本。待收齊有關資料後，將於下星期呈交警察部牌照科。 

 

5.2 5.2 5.2 5.2 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何少雄先生何少雄先生何少雄先生何少雄先生﹕﹕﹕﹕    

5.2.1 新的教協家教會卡已於 11 月初填妥，並傳真 2016 年度的申請表給教協，待辦妥新証後，

歡迎各委員向正、副主席借用。 

 

5.2.2 荔天家教會會員證已經印妥，並已經由校務處職員協助蓋印及整理好會證，將於下星期

派發。 

 

5.2.3 新一屆的聯絡電話咭已印製及今天派發給各委員，如有資料更改，請致電聯絡組及通知

主席。 



荔景天主教中學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第一次常務會議記錄)                             第 7 頁，共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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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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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20( 20( 2011115555 年年年年 11110000 月月月月    ––––    2020202011115555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    

摘要 收入 (HK$) 摘要 支出 (HK$) 

承上結餘 89,922.92 大選茶點支出 4,352.00 

    

    

總收入 0.00 總支出 4,352.00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可運用流動資金) 85,570.9285,570.9285,570.9285,570.92    

    

((((七七七七)  )  )  )  擬定及通過全年活動計劃擬定及通過全年活動計劃擬定及通過全年活動計劃擬定及通過全年活動計劃        

        

7.1  經商議後，26 位委員和 6 位助理委員一致通過第(5)項家校親子旅行，日期為 2016

年 3 月 6 日。地點為沙頭角有機農莊。 

7.2  出席委員一致通過全年活動計劃    ((((參閱附件一參閱附件一參閱附件一參閱附件一))))。。。。 

    

((((八八八八)  )  )  )  擬定及通過財政預算擬定及通過財政預算擬定及通過財政預算擬定及通過財政預算  

 

8.1 全年預算總支出為 HK$54,800，與上一屆預算支出相若。 

8.2 出席委員和助理委員一致通過全年財政預算 ((((參閱附件二參閱附件二參閱附件二參閱附件二))))。。。。    

    

((((九九九九)  )  )  )  跟進事項跟進事項跟進事項跟進事項    

        

9.1 荔天開放日將於 11 月 29 日舉行，時間為下午 2 時至 5 時，本會將於籃球場設立一攤位，

供參觀人士參觀和參與遊戲。主席在此呼籲各家長踴躍支持，協助事前佈置攤位、購買禮

物等籌備工作，並抽空當天出席，分段為攤位當值。同時，也可參觀學校的開放日。 

 

9.2 明愛賣物會--將於明天(11 月 15 日)假荃灣沙咀道運動球場舉行，歡迎家長出席支持。 

 

9.3 親子新春旅行---將於明年 3 月 6 日舉行，選擇投票地點為 T5、T13、T11 和 T14 共四個旅

行目的地，投票結果為 T5 得 2 票、T11 得 3 票、T13 得 16 票、T14 得 3 票，旅行目的地

為 T13 沙頭角農莊，需跟進是否有足夠時間燒烤，如時間不足，會改為自助餐，胡 SIR

跟進聯絡旅行社及申請區議會的車費津貼資助是次活動。煩請康樂組統籌及跟進是次活

動。 

 

9.4  家長帶隊參加朗誦比賽，即將展開，請家長踴躍支持，協助帶領同學參加比賽。請填寫 

表格，表示可以協助帶隊工作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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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午膳管理已於本學期九月中進行。歡迎各位幹事、助委及其他家長加入義工行列。 

 

9.6  主席譚江嬌女士與副主席何少雄先生將會代表本會出席「買賣業務監管委員會」，以協助 

 監管食物部、飯盒供應商及校服公司等商業活動。      

 

((((十十十十)  )  )  )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0.1 余均慧老師就台灣大學參觀補充，現時香港大學競爭劇烈，希望是次外訪能讓學生們有

機會認識台灣大學，除了參觀大學外，還會有文化考察。天主教提倡關愛、愛德及重視

生命，所以會安排學生參觀地震園區，期望日後也可以讓學生有多一種不同發展出路的

選擇。 

 

10.2 黃國宗副校長補充一點，要多謝前副主席趙美娟女士，我們到訪台灣時適逢台灣期考時

間，所以大學一般不會安排接待。趙美娟女士的兒子是淡江大學學生，他會抽出寶貴溫

習時間和同學分享台灣生活情況，在此要多謝趙美娟女士和他的兒子。 

 

10.3 委員賴翠玉提議在大選當日舉辦家長講座，以便更多家長可以參與，經胡 SIR 解釋情況

後，大家決定按照原本計劃，在 5 月舉行家長講座。 

    

((((七七七七))))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第二次會議第二次會議第二次會議第二次會議))))    

  日期: 2016 年 1 月 23 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三十五分開始  

  地點: 本校會議室 

 

主席在徵詢所有出席者後，並無其他建議，宣佈會議於下午 4 時 15 分正式結束。 

 

 

 

 

 

 

記錄：葉麗琰女士         主席：譚江嬌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