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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景天主教中學第十七荔景天主教中學第十七荔景天主教中學第十七荔景天主教中學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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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三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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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何少雄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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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陳惠文 ����           

宣傳 蘇智霖老師 ���� 陳迦南 ���� 王玉瓊 ����           

幹事委員發展組 黃國宗副校長 X               

秘書組助理委員 郭志惠 X 鄺美玲 ���� 陳燕燕 ���� 郭孟瑜 X 胡丹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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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樂組助理委員 林麗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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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名譽會員 ：朱坤成先生 

義工    ：陳玉珍女士，趙美娟女士 

紀錄        ：馮天詠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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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楊際澎老師動議，委員陳惠文女士和議，出席委員一致通過上

次（第十七屆第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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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余均慧老師動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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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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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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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位家長出席支持，並與嘉賓、校長、副校長、老師和同學一起合照。出席 
的家長有：主席譚江嬌女士、副主席何少雄先生、陳惠文女士、賴遠媚女士、練彩芬 

女士、賴翠玉女士、林麗惠女士、范美儀女士、陳曼雲女士、王玉瓊女士及倪娜女士。 

 

3.1.3  當日由荔天獲得遊戲設計亞軍，可喜可賀。 
 

3.1.4  都會扶輪社都有贊助此次活動。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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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2015年11月20日至12月15日期間，同學們需要參加 2015-2016 年度校際朗誦節比賽， 

包括英文、中文和普通話的朗誦比賽。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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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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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瓊女士、賴遠媚女士和陳曼雲女士共 10 人。而更加值得一提的是，陳恵文女士和

賴遠媚女士的積極參與，多次重覆帶隊，令帶隊工作順利完成，積極性令人敬佩。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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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2015年11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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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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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顧

嘉儀老師借出攤位遊戲給家教會。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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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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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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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樂隊表演和各科的展覽等等。 

3.3.7   出席的家長超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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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當天參與家長包括：主席譚江嬌女士；副主席何少雄先生；委員、助委和義工：陳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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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女士、賴遠媚女士、何立基先生、陸友傑先生、陳玉珍女士、馮天詠女士、林麗惠

女士、陳曼雲女士、胡丹琳女士。 

 
3.3.9   主席譚江嬌女士、副主席胡漢生老師、幹事陳惠文女士在開放日也捐贈了攤位禮物。 

  扶輪社 May Leung 女士也捐贈了筆和其他少量物資給家教會作禮物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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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日中午在禮堂舉行的荔天才華大賽。 
 

3.4.2  出席的家長共有 5 人，包括：主席譚江嬌女士，委員和助委：陳惠文女士、馮天詠女

士、林麗惠女士和陳曼雲女士。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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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2015 年 12 月 13 日，學校扶少團同管樂團一齊去東港城報佳音。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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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美玲的囝囝當天也有表演。 

 

3.5.3   校長莊紹文博士、副校長黃國宗老師、劉嘉凱老師、顧嘉儀老師、主席及扶輪社社員

譚江嬌女士、前統計處處長馮興宏太平紳士、現任都會扶輪社社長黃文滔先生也和學

生們一起領唱。之後大家一起影了大合照。 
    

3.6 3.6 3.6 3.6 佈置壁報板佈置壁報板佈置壁報板佈置壁報板    

3.6.1   2015 年 11 月 26 日，為美化正門家教會的壁報板，主席譚江嬌女士、委員陳惠文女士、

鄺美玲女士和陳曼雲女士一起回校佈置了正門家教會的壁報板。 

 

3.7  3.7  3.7  3.7  第第第第 34343434 屆陸運會屆陸運會屆陸運會屆陸運會    

3.7.1   本校在 2015 年 12 月 14 日和 15 日在青衣運動場舉辦了第 34 屆陸運會，本會主席譚

嬌女士獲邀請為頒獎嘉賓，而當天的主禮嘉賓為葉漢千禧小學區志成校長，他蒞臨致

訓及頒獎。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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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馮天詠和囡囡獲得季軍，冠軍為中五的家長。副主席胡漢生老師也積極邀請家

長參與親子競步的比賽。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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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何少雄先生、委員、助委和義工有﹕陳惠文女士、趙美娟女士、鄺美玲女士、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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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雲女士、陳迦南女士、楊雅雙女士、練彩芬女士、馮天詠女士、賴遠媚女士、陳燕

燕女士、錢青青女士、袁惠莉女士、陳艷珠女士、倪娜女士、張紅彬女士、黃蓮開女

士和楊旭騰夫婦。是次運動會前，部份家長已一齊聯誼飲茶，加強溝通。 
 

3.7.4   之後家長們熱情地和莊校長、黃國宗副校長、楊際澎老師和胡漢生老師一齊合照。 
 
3.83.8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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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在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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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當天一起探訪的老師和家長：黃國宗副校長、顧嘉儀老師和主席譚江嬌女士。 
 

    3.8.3   扶少團各成員當天表演出色，且有幸得到湯漢樞機蒞臨，和老師及同學一起拍大合 
  照。 

 
3.9  3.9  3.9  3.9  親子旅行報名親子旅行報名親子旅行報名親子旅行報名    

3.9.1  為辦理親子春遊同樂日的報名工作，本會連續兩天於2016年1月21及22日下午12：45
分至1：35分在舊翼有蓋操場辦理旅行報名工作。首天的家長有：主席譚江嬌女士、

副主席何少雄先生、賴遠媚女士和賴翠玉女士。次天的家長有：主席譚江嬌女士、

賴遠媚女士和陳曼雲女士。 

 

3.9.2   兩天報名的家長約有100人，名額未滿。將會在常務會議中呼籲未報名的委員踴躍參

加。 
 
3.9.3  為向區議會辦理申請交通津貼一事，主席譚江嬌女士先後三次到區議會辦事處遞交

表格，才順利完成申請手續。 

 

((((四四四四)))) 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4.1 多謝家教會主席譚江嬌女士帶領下，協助家長義工參與學校各項活動，特別是看管午

膳、校際朗誦節、校外比賽、學校陸運會、開放日及明愛賣物會等。而在明愛賣物會

中，本校獲得遊戲設計獎項—亞軍。 同時由今年開始，明愛賣物會統一了攤位佈置，

所以取消了攤位佈置設計比賽的獎項。 

 

4.2 藉著今次會議，莊校長多謝家長義工協助校際朗誦節帶隊工作，讓參賽的同學能增加

信心和欣賞參賽同學的努力付出。與此同時，多謝各位老師背後的付出心機，默默耕

耘和耐心地幫助各同學練習。最後，感謝參賽同學的家長一直支持和鼓勵。獲獎同學

名單如下︰ 

      a) 第 67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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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中一女子詩詞獨誦季軍(1D 莫詠詩) 

         ii) 中四女子詩詞獨誦亞軍(4C 鄭嘉麗) 

         iii) 中四男子組英詩獨誦季軍(4E 文天佑)--- 導師為 Ms. Chow 

         iv) 中六女子組英詩獨誦冠軍(6E 邵穎琪)--- 導師為 Ms. Yu 

         文天佑同學雖然取得季軍，卻贏了一些同場的名校生包括喇沙、英華及九華的同 

學，冠軍是印巴藉同學。 

     b)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i) 金章(6D 陳依淇) 

          ii) 銀章(6B 梁宛霖、6D 陳依淇) 

          iii) 銅章(6D 陳依淇) 

       c) 2015 年葵青區傑出義工獎勵計劃(青年組) 書券及獎狀(5C 藍梓珊) 

       d) 明愛長康兒童及青少年中心「愛．成長健康生活電腦桌面背景設計比賽」 

          i) 冠軍(4E 謝珮研) 

          ii) 亞軍(4E 謝鎮山) 

          iii) 季軍(4C 郭玉亭) 

          iv) 優異(4D 黃詠琳) 

 

4.3 莊校長亦預告以下事項： 

1) 教區著重天主教辦學的精神及特色，今年將安排一些退休校長及教育專家到校外評。

主要是集中觀看校風及核心價值，從而找出學校的亮點。日期為 3 月 9 日及 3 月 16

日兩天，當中亦有機會與老師和學生交談。如需要邀請家長會面，稍後再作安排。 

 

2) 教區亦積極為教區學校學生尋找多元出路，繼去年安排韓國升學講座及交流後，今年

亦安排日本大學交流。當中由日本留學支援協會及日本大學聯合學力測試於 2 月 28

日在天主教伍華中學舉辦講座。屆時將會向各中學校長和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分享

學生在日本升學出路。另外，將於 4 月 18 至 22 日安排教區校長及老師到日本參訪 7

間大學。詳情待了解後，再向各位公佈。 

 

 

((((五五五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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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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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2016年1月12日收到區議會的撥款通知書，已批核的交通津貼為$6300。(每車津貼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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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有關恒生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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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的稅務身份一事，由於填寫本會的名稱並非全寫及簽名不符，致令本會先後於 2015 

年 11 月 3 日、2015 年 12 月 1 日及 2016 年 1 月 12 日重新填寫有關文件，希望是次可 

以完全辦妥有關銀行的要求。 

 
5.1.4   新一屆的教協會員證(201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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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者必須填寫登記表格作紀錄之用。 

 

5.1.5   第22屆家長也敬師運動的敬師卡已於2015年12月送到本校，為配合中六級同學的參

與，所有敬師卡將於2月17日發出，預計3月尾截止。跟以往一樣，獲得最多家長致

送敬師卡的十位老師，將獲頒感謝狀，而致送每級最多敬師卡的班別均會獲贈由本

會送出的禮物一份，一共有六份。 

    

((((六六六六)))) 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    

2012012012015555----2012012012016666 荔景天主教中學荔景天主教中學荔景天主教中學荔景天主教中學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    

財務財務財務財務月結表月結表月結表月結表    ( 201( 201( 201( 2015555 年年年年 11112222 月月月月    ––––    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    

摘要 收入 (HK$) 摘要 支出 (HK$) 

承上結餘 85,570.92 開放日攤位佈置 128.00 

政府津貼 12,629.00 文具 141.00 

  旅行日訂金 5,000.00 

  團拜禮物 233.90 

    

    

總收入 12,629.00 總支出 5,502.90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92929292,,,,697697697697....00002222    
    

((((七七七七)  )  )  )  跟進事項跟進事項跟進事項跟進事項    

        

7.1 親子旅行------日期定於 3 月 6 日，地點為「沙頭角有機農莊」，旅行通告已於 2016 

年 1 月初發出給家長，希望各位踴躍報名參加及支持。另外在 1 月 21 日和 22 日中

午進行報名工作，未報名的委員請盡快向胡 sir 辦理報名事宜。籌辦旅行細節事宜

交由康樂組周玉鳳老師、何立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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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元正。 

 
7.2  烹飪班---原定在 1 月或 2 月進行，但因家政室的焗爐損壞，故需延期舉行。經商議 

後，決定暫停舉辦一年。 

  

7.3  新春團拜--下次會議 3 月 19 日中午將舉辦幹事團拜聚餐，主席譚江嬌女士歡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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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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繼續在葵芳龍

寶酒樓舉行，方便大家團拜後開家教會第三次常務會議。 

 
7.4 探訪長者日---學校將於 2016 年 2 月 27 日舉辦探訪長者日活動，學校會發出通告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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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或 5 月舉行，宜今

日內決定舉辦日期。 

 

7.6  有關家長講座的安排，需今日決定舉辦日期和內容，交胡 Sir 介紹。經商議及投票

後，決定擇選由培正教育中心提供的講座，題目為「每天愛自己多一些」N.L.P. 壓

力管理工作坊。建議日期在 5 月舉行，待經絡操確實日期後，再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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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迦南女士和王玉

琼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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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舉行，詳情交周玉鳳老師介紹。 
 

8.2  2月18日將舉行時裝設計比賽，黃智穎老師邀請家長出席及擔任評判，預計在下午 

   5:00 左右舉行。歡迎家長出席參觀。 

 

        8.3 由於第一屆家長校董任期至2016年8月31日，第二屆家長校董選舉需於本年度舉行，

本會需要按會章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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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際澎老師和胡光威先生獲委任為上訴委員會的成員。有關選舉日程的初稿見附

件。如無修改，將按照日程表進行下屆的選舉事宜。 
 

8.4  由於胡漢生老師即將榮休， 稍後將由楊際澎老師接任其工作。 
 
8.5  有中一家長提問飯商及書包過重，是否有貯物櫃等問題，主席已即時解答，飯商是

 通過投標程序去決定，而貯物櫃在課室已設立，只為科目及有特別需要的同學提供

 使用，同學需學習每天執拾書包。如有需要，可與班主任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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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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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    

  日期: 2016 年 3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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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馮天詠女士     主席：譚江嬌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