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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常務會議記錄第四次常務會議記錄第四次常務會議記錄第四次常務會議記錄 
 
日期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十五分至下午三時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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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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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馮天詠 ����           

聯絡 劉家倫副校長 X 賴遠媚 ���� 陳彩屏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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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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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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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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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惠蘭女士, 周敏麗女士 

義工    ：陳玉珍女士，趙美娟女士，高蘭芳女士 

記錄        ：胡丹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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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胡光威先生和議，出席委員一致通過上

次（第十七屆第三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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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陳惠文女士和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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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1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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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2016 年 2月 27 日(星期六)為一年一度的探訪長者日，本年度參加隊伍共有 51組，

約有 300 位區內長者受惠。 

3.1.2  當日的嘉賓包括：扶輪社社長黃文滔先生和十數位社友。當天一起在台上出席的

還有校長莊紹文博士、黃國宗副校長、主席譚江嬌女士、南葵涌中心長者義工代

表、校友會副主席許志文先生和扶少團團長 5C 張思恩同學。 

3.1.3  莊校長和全體老師一起參與是次的活動，本會出席的家長共 15 人，包括：主席譚

江嬌女士、趙美娟女士、陳惠文女士、葉麗琰女士、胡丹琳女士、練彩芬女士、

楊雅雙女士、張珮文女士、黃麗珍女士、余秀賢女士、李麗芬女士、李玉蓉女士

和陸佩欣女士等，參加的學生約有 2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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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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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是次活動可反映荔天是一個充滿愛心的大家庭。 

   
3.2 3.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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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中午 12 點 50 至 1 點半在禮堂舉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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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陳惠文女士和助委陳曼雲女士。 

     3.2.3  當天的節目有樂器演奏、歌唱、朗誦和舞蹈等，同學表演的舞蹈，非常精彩，令到

所有人都情緒高漲。 

 

3.3 3.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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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4月 9日(星期六)下午二點半在學校的多用途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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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榮幸能夠出一份力為當

天的經絡操擔任導師。養生經絡拍打操巳成為一個潮流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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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是次活動參與的家長有﹕主席譚江嬌女士、副主席何少雄先生、陳惠文女士、王玉

琼女士、楊雅雙女士、高蘭芳女士、何瑞恩女士、梁健心女士、陳燕燕女士、賴遠

媚女士、鄭惠燕女士、胡丹琳女士和王志珊女士(2 位) 和付冬梅女士。在此多謝他

們積極的參與和投入，也感謝福利組陳惠文女士、副主席何少雄先生的協助。同時，

感謝聯絡組幹事賴遠媚女士和陳彩屏女的配合跟進。 

3.3.3  感謝都會扶輪社的大力支持，贊助是次活動的薄，令到每位參加者都有一份禮物。 

3.3.4  活動的成功性當然要感謝學校派出的 IT 組的曾煜祥先生和副主席何少雄先生，全程

在跳舞室幫大家拍攝。再次感謝當日出席的家長，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3.3.5 茶點要感謝福利組陳惠文女士的訂購，讓大家運動完後有美食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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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4 3.4 3.4 慧妍雅集和中文大學合辦的禁毒教育計劃之慧妍雅集和中文大學合辦的禁毒教育計劃之慧妍雅集和中文大學合辦的禁毒教育計劃之慧妍雅集和中文大學合辦的禁毒教育計劃之（（（（解解解解····毒毒毒毒））））試驗課程試驗課程試驗課程試驗課程    

 3.4.1  2016 年 4 月 16 日主席譚江嬌女士帶隊參加了此項活動。 

3.4.2  由於名額有限，所以是日出席的人數只有 8 位。 

 3.4.3  好感恩參加者全數獲頒發了出席証書。 

 3.4.4  是日參加者有：主席譚江嬌女士、學生：陳依祺、李卓南。 

 

3333.5.5.5.5 荔天才華大賽荔天才華大賽荔天才華大賽荔天才華大賽    

     3.5.1  溫錦屏老師邀請家長出席在 5 月 6 日中午 12 點 50 至 1 點半假學校禮堂舉行的「荔

天才華大賽」。 

 3.5.2  當天出席的家長有：主席譚江嬌女士、幹事賴遠媚女士和陳惠文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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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出人意表的是林偉明老師也和學生們一齊上台表演、師生互動，載歌載舞。 

     3.5.4  校長莊紹文博士、副主席胡漢生老師和音樂科溫錦屏老師與家長在活動順利完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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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63.63.6 家長講座家長講座家長講座家長講座--------「「「「每天愛自己多一些每天愛自己多一些每天愛自己多一些每天愛自己多一些」」」」NLPNLPNLPNLP 壓力管理工作坊壓力管理工作坊壓力管理工作坊壓力管理工作坊     

3.6.1  是次講座在 2016 年 5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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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聯絡組各幹事同助委的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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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給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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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組幹事陳惠文女

士、聯絡組幹事賴遠媚女士一同訂購，。 

    3.6.5  當天出席講座的家長約有 20 人。 

       3.6.6  感謝聯絡組幹事賴遠媚女士、陳彩屏女士和助委﹕楊雅雙女士、范美儀女士、錢青

青女士和夏愛珍女士的配合跟進。 

       3.6.7 感謝胡 Sir 擔任攝影師。 

           

3.7 3.7 3.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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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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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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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感謝宣傳組幹事王玉琼女士和陳迦南女士。  

              

 

((((四四四四)))) 校長報告校長報告校長報告校長報告    

                4.1  首先多謝家長在過去一年來對學校的支持和愛護，在此呼籲大家踴躍出席五月二十八

日(星期六)舉行的畢業典禮,當日有幸邀請到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務委員會主席湯修齊

先生做主禮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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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在德育方面,參加了由社會福利署舉辦的「義務工作嘉許狀」中,獲得荔景天主教中

學,荔景天主教中學家長教師會,荔景天主教中學----風紀,荔景天主教中學----成長小組

共 4 項金獎。這個成果有賴每一位荔天人的付出! 

4.3  最近同學參加校外比賽獲得獎項的名單如下： 

         a) 天主教四旬期運動主辦的四旬期愛心短文創作比賽中,5B 陳灝楓獲取冠軍。 

         b) 學術方面獎項： 

           i) 香港天主教區中學聯校英語才藝比賽: 亞軍  ，包括以下學生： 

              曾文怡(5E) 嚴詠詩(5C) 白芷瑤(3D) 林楚倩(5B) 嚴浩恩(5B) 伍家威(5A)  

              羅芷君(5A) 勞麗嘉(1B)               

          ii) 2016 香港學生科學比賽初中組研究項目:季軍  李樂程(4A) 

         iii) 國際扶輪社第 3450 地區主辦,模擬立法會辯論扶輪社「與校同行」計劃: 

              最佳表現獎  張錦佩(5A)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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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景天主 

              教中學獲得最積極參與獎, 並獲得冠.亞.季.優異獎,得獎同學獲取獎品及書券 

              冠軍 謝珮研(4E)  亞軍 謝鎮山(4E)  季軍 郭玉亭(4C)   

優異獎  黃詠琳(4D)                                                             

        c) 藝術方面獎項: 

          i) 禧福協會及飛 Club 主辦 2015 短片拍攝比賽,「港式人情味組別」,超過 80 隊 

             隊伍參加,我校五名同學榮獲第二名,每名同學獲發獎狀及獎學金$1000 元。 

             李欣臨(5B)  李卓南(5B)   嚴浩恩(5B)   陳灝楓(5B)   許霈怡(5B) 

         ii)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保障私隱學生大使暨學校夥伴嘉許」計劃 2016,同 

             學獲得優異獎及獎學金$500 元 

             丘卓熙(2A)    陳忠安(2A)   鍾安琪(2B)   

            「保障個人資料.見招拆招」廣告短片大賽 2016,曾昫瞳(2C)榮獲最喜愛廣告橋段 

             大獎及獎學金$500 元,我校亦喜獲金章榮譽。 

        d) 體育方面獎項: 

          i) 我校是第一次參與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全新界中學際室內賽艇比賽,共 48 間學校, 

             超過 600 位同學參加,在激烈的比賽中亦獲取不錯的成績。 

             男子丙組 300 米     季軍      陳信謙(2A) 

             男子甲組 1000 米    第八名    李立培(5B) 

             男子乙組 1000 米    第九名    何國良(3C) 

             男子乙組 1000 米    第十名    梁東尼(4B) 

             男子丙組 300 米  第十名   張海楠(2C) 

                 

4.4  學校積極為學生謀多元出路,在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黃嘉敏老師,余均慧老師和我 

     參加了一個日本大學考察團,一共參觀了 7 間大學, 並與就讀當地早稻田大學的本校 

     學生交流,是繼韓國留學之後的另一個選擇。(有興趣的家長可參考星島日報於一六    

     年五月二日,五月九日,五月十六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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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學校於四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由余均慧老師及其他12位老師帶領中二全級同學由學校

乘坐旅遊巴,往廣州進行二日一夜中式建築及歷史文化考察之旅,參觀了廣州博物館,城隍 

    廟,西關大屋等地方。是次考察加強了同學對粵港兩地建築物的了解。 

4.6  就近日教育局的紅雨停課措施，莊校長徵詢各位家長的意見。黃國宗副校長清楚解釋了

當天的安排及學校採取的措施，一切以學生的安全為首要考慮條件。懇切呼籲家長參

與及善用學校流動應用程式(School app),及時了解突發情況(如紅雨,教育局停課通知

等), 校方會利用學校流動應用程式(School app), 或網頁，發放最新動向,以減少家長擔

心。當天家長也贊賞學校即時以 APP 發放停課措施，減少家長的憂慮。 

 

    

((((五五五五))))副主席報副主席報副主席報副主席報告告告告    

    

5.1 5.1 5.1 5.1 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胡漢生老師胡漢生老師胡漢生老師胡漢生老師：：：：    

 

5.1.1 第 22 屆「家長也敬師」活動已於 4 月尾結束，本年度共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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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5C 和 6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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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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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5.2 5.2 5.2 副主席何少雄先生副主席何少雄先生副主席何少雄先生副主席何少雄先生：：：：    

5.2.1  第 22 屆「家長也敬師」活動的禮物，由主席譚江嬌女士負責購買，並會邀請其他

委員協助一起包裹禮物。 

 

5.2.2 5 月 28 日為學校的畢業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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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相信各位家長已收到學校的邀請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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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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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20152015----20162016201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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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月結表財務月結表財務月結表財務月結表    ( 201( 201( 201( 2016666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    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    

摘要 收入 (HK$) 摘要 支出 (HK$) 

承上結餘 100,329.82 團拜膳食費用 6,000.00 

旅行日收入 25,040.00 經絡班茶點 152.00 

區議會旅行車津貼 6,300.00 義工聚餐飲品 138.90 

團拜收入 4,455.00 運輸費(獲贈文具) 120.00 

  贊助書展活動(贈書券) 3,910.00 

  贊助長者日活動(車費) 1,600 

  最佳成績及進步獎禮品(書券) 3,600.00 

    

總收入 35,795.00 總支出 15,520.90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120120120120,,,,603603603603....99992222    
    

((((七七七七))))跟進事項跟進事項跟進事項跟進事項    
 

1)  第二屆「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已按選舉日程表順利完成投票，當天會後 4:00 將於新

翼有蓋操場進行點票，歡迎各位出席見證點票過程。同時，亦會在新翼進行義工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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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事宜，由楊際澎老師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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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上午 9:00-12:30 及

下午 2:00 – 4:00)及 8 日(上午 9:00-1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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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由於家教會副主席胡漢生老師即將退休，請各家長一齊釐定 7 月 14/15 哪一天適合舉辦榮休

晚宴。經商議後，決定 7 月 15 日下午舉行第五次會議，會後再往酒樓舉行榮休晚宴。 

6) 通過晚宴財政預算及禮物預算。 

 

 
 (八八八八)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 中一新生輔導日已定於 8 月 27 日(最期六)下午 1:45 分舉行，歡迎家長踴躍報名出席，

向中一家長推介本會及呼籲家長參選新一屆的家教會大選。 

2) 釐定下屆大選日期，初訂日期為：10 月 30 日(星期日) 。 

3) 由於本會簽發支票的授權人向來是由呂燕婷老師和胡漢生老師簽署，而胡老師即將榮

休，為免影響本會的正常運作，是次會議需由本會通過新授權人以簽發本會在九月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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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支票。經商議後，本會通過授權由黃國宗副校長、呂燕婷老師和楊際澎老師三人中，

任何兩位簽署均可作為有效簽署人。同時，新舊簽發支票的授權人需在 8 月底前到恆生

銀行辦理相關手續。 

4) 義工事項：稍後將會頒發社署的家長義工金、銀、銅獎狀及拍照留念。主席呼籲家長繼

續支持義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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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次會議第五次會議第五次會議第五次會議))))    

  日期: 2016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五時十五分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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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分正式結束。 

 

    

 

 

 

 

 

 

        記錄：胡丹琳女士     主席：譚江嬌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