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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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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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四十分至下午三時五十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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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人 (總出席人數合共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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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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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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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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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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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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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蘭芳女士 

記錄        ：陳燕燕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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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何立基先生和議，出席委員一致通過上

次（第十七屆第二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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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勞慶惠女士和議，出席委員一

致通過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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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3.1  時裝設計比賽時裝設計比賽時裝設計比賽時裝設計比賽 

3.1.1  2016年2月18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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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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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作為原料津 

貼，以表支持。 

3.1.3  今年的舞臺設計新颖，並以懷舊作主題，有兩位男同學「反串」成女生表演， 

作出首次時裝設計比賽的突破。 

3.1.4  當天有莊校長、黃智穎老師、主席譚江嬌女士和陳惠文女士擔任頒奬和評判 

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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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扶輪社扶輪社扶輪社扶輪社 10 周年誌慶周年誌慶周年誌慶周年誌慶 
 3.2.1  2016 年 2 月 23 日為都會扶輪社 10 周年的誌慶。當天出席者包括：莊校長、黃

國宗副校長、主席譚江嬌女士和洪立茂校董，場面熱鬧。 

 
3.3  家校親子春遊同樂日家校親子春遊同樂日家校親子春遊同樂日家校親子春遊同樂日 
3.3.1  2016 年 3 月 6 日(星期日)已圓滿舉行家校親子春遊同樂日，共有 180 人參加。活

動當日的參觀地點為沙頭角有機農莊，是本會首次舉辦的燒烤活動，是次旅行讓

大家都渡過了一個愉快的假日。     

3.3.2  在親子旅行後，2016 年 3 月 9 日主席譚江嬌女士到葵青區議會呈交旅行收支結算

表，完成申請旅行津貼手續。 

3.3.3  2015 年 12 月尾副主席胡漢生老師前往發達行旅行社繳交旅行費用訂金，在 2016

年 3 月 1 日，主席譚江嬌女士、副主席胡漢生老師、楊際澎老師、康樂組賴翠玉

女士一起去發逹行繳交團費的尾數，並與旅行社的負責人林小姐跟進旅遊車的安

排、膳食安排、行程和抽獎地點安排、團費的計算和導遊安排等事宜。 

3.3.4  為妥善籌備旅行的事宜，2016 年 3 月 4 日共有 4 位家長回校分配旅遊車的人數、

編配座位、午膳的安排、分配和安排車票及將抽獎禮物編配等事宜。出席的家長包

括：主席譚江嬌女士、賴遠媚女士、陳玉珍女士和陳惠文女士一齊編排車位座號和

燒烤席號等。 

3.3.5  旅行當天有賴各位委員、助委和義工的幫忙，負責簽到、學校門口接待、場地司儀、

禮物大使、安全大使、總務、顧問、保管抽獎箱和禮物等等事項。當天幫手的委員

和家長共有 16 人，包括：主席譚江嬌女士、副主席胡漢生老師和何少雄先生、楊

際澎老師、周玉鳳老師、潘偉杰老師、陳惠文女士、葉麗琰女士、賴翠玉女士、陳

彩屏女士、何立基先生、陳玉珍女士、林麗惠女士、楊雅雙女士、郭孟瑜女士、陳

曼雲女士、賴遠媚女士、梁佩文女士、胡光威先生。多謝名譽會員張麗珠女士擔任

抽獎嘉賓。 

3.3.6  多謝當天三位攝影師楊際澎老師、潘偉杰老師和副主席何少雄先生的協助，將參加

旅行人士的動感和充滿喜悅的畫面，活現眼前，不但讓大家留下美好的回憶，更加

讓家長們了解到學校老師們做任何事情都全情投入，體現家校合作精神。 

3.3.7  是次活動感謝康樂組賴翠玉女士和何立基先生，聯絡組賴遠媚女士和陳彩屏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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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福利組陳惠文女士和聯絡組其他委員、助委和義工的支持和協助，活動才能 

成功地舉行。 

3.3.8  是次活動有賴校方鼎力支持及感謝當日出心出力的家長之協助，各位抽獎嘉賓有校

長莊紹文博士、主席譚江嬌女士、副主席胡漢生老師、副主席何少雄先生、名譽會

員張麗珠女士。老師們有﹕副校長劉家倫老師、蘇智霖老師、周玉鳯老師、楊際澎

老師、余均慧老師、李天祐老師、潘偉杰老師和駱嘉恩老師，還有校友代表盧國強

先生和許志文先生。感謝各位的付出。整個家教會通過這次親子旅行完全將家校合

一的理念展示出來。旅行如此運作暢順，順利完成，一切盡在不言中。 

 

 
3.4   關於關於關於關於午膳看飯的問題午膳看飯的問題午膳看飯的問題午膳看飯的問題 
3.4.1   主席譚江嬌女士呼籲家長踴躍參加中午看飯的義工工作，如早前當值日期有所更

改，請盡快到工友門崗處更改當值的紀錄。 

 

3.5   飢饉午餐飢饉午餐飢饉午餐飢饉午餐    

 3.5.1 2016年 3月 16日中午 12點 35分至 1點 30分(星期三) 顧嘉儀老師邀請家長到禮

堂參加飢饉午餐活動。 

3.5.2 出席家長包括：主席譚江嬌女士、委員陳惠文女士、賴遠媚女士和助委陳曼雲女

士。 

3.5.3 是次活動邀請到的嘉賓包括：都會扶輪社社長黃文滔先生及其他扶輪社社員。 
3.5.4 是次活動都會扶輪社捐贈了五千元給樂施會，由黃社長代表捐贈。 
3.5.5 是次活動荔天家教會也捐贈了二千元給樂施會，由主席譚江嬌女士代表捐贈。 

       3.5.6 最後，各位嘉賓、莊校長、老師和家長大家一齊影大合照。 

                    

 
3.6 警青承長計劃警青承長計劃警青承長計劃警青承長計劃 
  3.6.1  2016 年 3 月 17 日，下午 4:45-6:00 分在青衣東華三院吳祥川中學舉行開展禮。 

  3.6.2  本校獲邀參加由葵青警區舉辦的「警察學長計劃」，此項活動類似扶輪社的師 

友計劃。由於是警方首次在中學推行，葵青警區的指揮官、警方人力資源的警 

司和其他警司級的官員都有出席。 

  3.6.3  莊校長、黃國宗副校長、蔡焯賢老師、黃嘉敏老師、李愷羚老師、主席譚江嬌

女士和 20 多位同學一起出席「警青承長計劃」的開展儀式。 

   
3.7 教育局講座教育局講座教育局講座教育局講座 
  3.7.1  2016 年 3 月 18 日下午 7 時在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舉行，由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

主辦，名為「提升子女情緒智能，加強生命成長韌力」家長研討會，內容由精

神科醫生及臨床心理學家主講：識別及協助有情緒困擾的學生及家長如何提升

子女的正面能量。 

  3.7.2  出席的家長包括：主席譚江嬌女士、委員陳惠文女士、助委陳曼雲女士和陳燕

燕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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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團拜團拜團拜團拜 
3.8.1  2016 年 3 月 19 日(星期六)中午 12:00 在葵芳龍寶酒樓筵開三席，舉行團拜。 

3.8.2  是次活動由老師帮手議價，令到膳食可以以最經濟的價錢取得。活動詳情交副 

主席何少雄先生報告。 

((((四四四四)))) 副校長報告副校長報告副校長報告副校長報告    

                4.1  2016 年 3 月 9 日及 16 日，教區「優化法團校董會管理計劃--校風及核心價值教育支

援」安排三位具管理學校經驗的校監及校董進行訪校活動，就天主教學校的五個核心

價值：生命、真理、愛德、義德及家庭和校長、老師及學生面談，找出學校的亮點，

並就此提出了不少寶貴的建議。 

4.2   凡義工時數由上年度 4 月至本年度 3 月達 10 小時的家長，可以向學校填妥表格(附上

英文姓名及身份證號碼) 申請迪士尼的門票。截止日期為 2016 年 3 月 22 日。 

4.3  最近同學參加校外比賽獲得獎項的名單如下： 

         a) 在 23 屆「i-learner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中，2A 班陳淑盈獲得全港比賽銀獎。 

         b) 香港天主教區中學聯校運動會： 

           i) 女子乙組團體第五 

          ii) 女子丙組團體殿軍 

         iii) 女子乙組 4x400 米亞軍 

          iv) 女子丙組 4x100 米亞軍 

           v) 個人/接力獎項，共獲得 4 個冠軍(其中一項破大會紀錄) 、一個亞軍、二個季

軍 

        c) 校際田徑比賽 

          i) 女子乙組團體季軍 

         ii) 女子丙組團體第五 

        iii) 女子乙組 4x400 米亞軍 

         iv) 個人/接力獎項，共獲得 5 個冠軍、3 個亞軍和 2 個季軍 

       d) 校際越野賽 

          i) 女子甲、乙、丙組團體均獲得季軍 

         ii) 女子團體總亞軍 

       e) 校際手球比賽 

         i) 女子乙組團體亞軍 

        ii) 女子丙組團體亞軍 

      f) 校際乒乓球比賽 

        i) 男子丙組冠軍 

        ii) 女子丙組殿軍 

      兩年後將由本校及石籬天主教中學主辦教區陸運會，在此要多謝兩位體育科老師 

近年來所作的貢獻，讓本校同學在校外比賽中屢獲殊榮。 

 

4.4   在「警青承長計劃」中，5D 班劉家鴻同學獲得 PMP 創意命名賽的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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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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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的家長講座--「每天愛自己多一些」N.L.P. 壓力管理工作坊已聯絡了培正教

育中心。有關詳情，在跟進事項中再作報告。 

5.1.2  親子旅行的收支結算報告已於 3 月 8 日完成，並由主席於 3 月 9 日簽妥有關文件，

同日下午將報告交給葵青區讓會，正式完成所有手續。本年度獲批的交通津貼為

$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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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3 月 19 日(星期六)中午 12:00 假座於「葵芳龍寶酒樓」筵開三席，舉行『第

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團拜。 

5.2.2 團拜期間，還舉行了豐富的大抽獎，讓大家裡歡度了一個愉快的中午。 

5.2.3    校長莊紹文博士和老師們也一同參與是次的活動，本會出席的家長包括：主席譚

江嬌女士、副主席何少雄先生、陳惠文女士、賴翠玉女士、葉麗琰女士、何立基

先生、陳玉珍女士、林麗惠女士、王玉琼女士、胡光威先生、趙美娟女士、賴遠

媚女士、陳曼雲女士、楊雅雙女士、陳燕燕女士、袁惠莉女士、范美儀女士、勞

慶惠女士和高蘭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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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財務財務財務月結表月結表月結表月結表    ( 201( 201( 201( 2016666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    2012012012016666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    

摘要 收入 (HK$) 摘要 支出 (HK$) 

承上結餘 92,697.02 會議茶點 78.20 

會費 40,100.00 旅行尾數 25,736.00 

  旅行禮物 2,718.00 

  贊助時裝設計比賽 1,500.00 

  贊助飢饉午餐 2,000.00 

  團拜禮物 435.00 

    

    

總收入 40,100.00 總支出 32,467.20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100100100100,,,,329329329329....8888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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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跟進事項跟進事項跟進事項跟進事項    
 

7.1   健康愉快經絡操----一年一次的健康愉快經絡操，即將於 2016 年 4 月 9 日舉行，      

以互動性帶動大家對運動的興趣，今年經絡操班是深化班，學員從而逹至身、心、

靈健康。由家教會主席譚江嬌女士親自教授。通告將於下星期派發。 

    7.2  家長講座--今年的講座主題為「每天愛自己多一些」N.L.P. 壓力管理工作坊，由培

正教育中心提供講者，內容包括：了解個人的性格類型，確立合適的管理壓力方法；

掌握 N.L.P. 基本管理情緒和壓力的方法；活用 12 項前提假設帶來的啟示。是次講座

日期為 5 月 7 日，時間：下午 2:30 至 4:30 分，共收費$2,700，已獲政府資助共$2,500。 

7.3  5 月 21 日義工聚餐---將於下次會議後舉行，建議食物開支約$2000。當天也是第二屆

「家長校董選舉」的開票日子，預計會後一起到新翼有蓋操場進行開票及義工聚餐。 

     7.4  會訊---本會會訊只出版一期，由於要配合 5 月 28 日的畢業禮，故需要提早完成。所

有稿件要 4 月尾完成，5 月初給出版社製定初稿及修訂，5 月中需定稿及付印。主席

譚江嬌女士會同宣傳組負責人蘇智霖老師、宣傳組幹事陳迦南女士同王玉琼女士配

合，跟進有關事項。蘇智霖老師呼籲家長踴躍投稿，所有稿件可以交給他或主席。 

    7.5  檢討旅行事宜---請各位家長分享當天開心事或有不足之處，以便日後改進。 

    a) 活動後可以考慮派發問卷，即時收集家長的意見，此意見普遍獲接受。 

    b) 當天的早上報到處感到混亂，需要改善。主席解釋：因當天多人缺席，故需臨時

更新名單及車票，致有混亂的情況。建議下屆提早幾天完成編配車位、車票及席

數等工作安排。工作人員在正門分流報到的人潮，有助改善此情況。 

    c) 抽獎地點音響安排不理想，建議下次旅行需作改善。。 
 
 
  (八八八八)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8.1 第二屆家長校董選舉工作將於 4 月中開始宣傳，上次會議已經選出胡漢生老師為選舉

主任，負責選舉事宜。在此，胡漢生老師會邀請家長協助，以完善選舉的工作。希望

獲邀家長支持。 
 

8.2  為提升開票日參加者的人數，建議開票日期在下次開會日期，同時舉行義工聚餐， 以  
 增加開票的氣氛。 
 

8.3 會上投票通過撥款不超過$60,000 以更新禮堂中央的投影機，以改善學校的學習環   
境，建立家校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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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 ) ) ) 下次下次下次下次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會議日期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    

  日期: 2016 年 5 月 21 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十五分開始  

  地點: 本校會議室 

 

主席在徵詢所有出席者後，並無其他建議，宣佈會議於下午 3 時 58 分正式結束。 

 

    

 

 

 

 

 

 

        記錄：陳燕燕女士     主席：譚江嬌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