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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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八八八八屆家長教師會屆家長教師會屆家長教師會屆家長教師會    

(201(201(201(2016666----201201201201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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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1 月 26 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十五分至下午四時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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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人) 

當然顧問     ：劉廣業校長 

主席 何少雄 ����                   

副主席 楊際澎老師 ����    賴遠媚 ����              

司庫 呂燕婷老師 ����                   

稽核 范美儀 ����                   

秘書 楊國智老師 XXXX    陳彩屏 ����    陳燕燕 XXXX         

聯絡 劉家倫副校長 ����    楊雅雙  ����    胡光威  ����         

康樂組 顧嘉儀老師 ����    王玉琼  ����    陸友傑  ����         

福利 余均慧老師 XXXX    陳惠文  ����    何立基 ����         

宣傳 蘇智霖老師 ����    馮天詠 ����    賴翠玉 ����         

幹事委員發展組 黃國宗副校長 ����                   

秘書組助理委員 郭志惠  XXXX    吳秋嫻  XXXX    何瑞恩  ����    陳佩儀   XXXX    

聯絡組助理委員 夏愛珍 XXXX    林海珍  ����    畢香玲  ����         

康樂組助理委員 梁佩文  ����    林麗惠  ����    戶永菊  ����         

福利組助理委員 陳曼雲  XXXX    鄧春蓮 XXXX    譚淑霞  ����         

宣傳組助理委員 勞慶惠  ����    錢青青  XXXX              

名譽會員 ：練彩芬女士 

義工    ：陳玉珍女士，趙美娟女士 

紀錄        ：陳彩屏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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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遠媚女士建議修訂頁 5，7.4 項為「全年財政報告」，出席委員一致通過。    

對於上一次會議紀錄，由蘇智霖老師動議，委員賴遠媚女士和議，出席委員一致通過上次（第

十七屆第六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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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呂燕婷老師動議，委員畢香玲女士和議，出席委員一致通

過會議議程。    

((((三三三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主席何少雄先生歡迎校長、兩位副校、各位老師及家長參與第十八屆家教會，並希望來年大家

合作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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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選舉大會報告 

• 已於 10 月 30 日順利進行，參加委員選舉人數共 28 人，出席之老師、名譽會員、榮休會

員、家長及學生人數合共約 140 人。 

• 主席特此向出席的名譽會員與協助報到及派發選票工作的陳惠蘭女士、朱坤成先生、周

敏麗女士及練彩芬女士致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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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會當日選出新一屆幹事委員十三人，助理委員共十五人。 

• 本年繼續有八位老師加入幹事委員會，參與本會會務。其中兩位老師是新加入，就是顧

嘉儀老師及楊國智老師。 

• 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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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執行委員會的架構 : 主席介紹了家長教師會的組織架構及其職能。請參閱文件夾的內頁 

3.2 現屆人手統計:正委家長 13 位，助委家長 15 位，義工 28 位。來年大致上有足夠人手應付恆

常工作: 午膳隊:義工 8 人; 朗誦帶: 26 場次，義工 28 人;設計及佈置:12 人，約 15 工作天

(5 位)。 

3.3 大旅行準備工作 : 因為選址是整個活動的重點，主席、副主席及康樂委員為選址做了準備工

作:提出了建議路線及制定路線比較表，並於會前交與各委員預覽。另外，康樂委員亦聯絡旅

行社釐清細節，如交通安排，行程/景點詳情等。 

3.4 家教會室的執拾/修葺 : 主席感謝多位家長的協助，執拾及清理已大致完成。亦補充了足夠

文具/工具。另外，由於室內的多項設施已經老化/破爛，家教會將審視如何修葺。 

3.5 壁報板更新:學校開放日為 12 月 4 日，籌備工作已經展開，預期更新工作能及時完成。 

3.6 劉玉亭神父追思會 : 主席分享會內所感所聞，並期望家教会能效法劉神父的無私俸獻大愛精

神。 

 

((((四四四四)))) 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4.1 劉廣業校長表示十分高興常常見到家長出席學校不同活動，例如:明愛賣物會，追思會等都見

到家長熟悉的面孔，學校是大家庭，希望各位家長繼續支持參與學校一切活動。 

4.2 劉校長非常關心 DSE 同學對未來升學方向，特意請已升讀大學的師兄師姐們來為同學做配對選

科，更學生對自己未來升學選科更有信心。 

4.3 劉校長知道家教會會員室天花流水後更即時表示學校會支持會員室進行改建及維修費用，更希

望各位家長給寶貴意見和想法在改建方面，他希望各位家長在會員室內有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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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楊際澎楊際澎楊際澎楊際澎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5.1.1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本年度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撥款總數為 HKD$13267。

其中 HKD$5000 為印製會訊津貼，HKD$3000 為舉辦家長講座，而餘數 HKD$5267 作為本會的

經常津貼。 

5.1.2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特別津貼:教育局於 2016 至 2017 年度發放一筆過$5000。 

經討論後一致同意決定本年舉辦親子活動日。 

5.1.3 水運會: 2016 年 10 月 7 日(星期五) 荔景天主教中學假青衣泳池舉行水運會。中一、二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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踴躍參與，近 20 位家長出席。 

5.1.4 大選茶點支出: 由於今年報名出席週年大會的的家長人數較以往多，故此超出了預算$4500。

當天茶點的總支出為 $4541。 

5.1.5 親子旅行日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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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社團登記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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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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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25.25.2 副主席賴遠媚副主席賴遠媚副主席賴遠媚副主席賴遠媚女士女士女士女士::::    

5.2.1 「荔天慈善拍賣會」: 2016 年 1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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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物。出席家長包括:主席何少雄先生，副主席賴遠媚女士，幹事及家長義工共 8 人。 

5.2.2 「明愛賣物會」:本年度的「明愛賣物會」已於 11 月 20 日（星期日）假荃灣沙咀道運動場舉

行約上午十時開始，活動設有攤位遊戲，義賣等。當日的遊戲設計獲得季軍，值得可喜可賀。

當日共有十位家長出席支持，並與嘉賓：扶輪社 16 位幹事，劉校長、家教會老師包括黃副校、

顧嘉儀老師、楊際澎老師及劉副校並與和同學一起合照。 

5.2.3 教協會會員証: 新的教協會會員証已完全更新，一共 5 張，歡迎各委員透過家教會主席和副主

席安排借用，必須填寫登記表格。 

5.2.4 茘天家教會會員証: 會員証準備中，由校務處職員協助蓋印及整理會証，即將派發 

5.2.5 校際朗誦比赛: 2016 年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19 日期間，同學們需要參加 2016-2017 年度校際朗

誦比賽，包括英文、中文普通話的朗誦比賽，誠邀家長協助帶隊參賽。多謝劉校長邀請家長協助學校

帶隊參賽 

 

((((六六六六)))) 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    

2012012012016666----20172017201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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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77.39 大選茶點支出 4，541.00 

政府津貼 13，267.00   

    

總收入 13，267.00 總支出 4.541.00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可運用流動資金) 71717171，，，，703.39703.39703.397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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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委員一致通過全年活動計劃    ((((參閱附件參閱附件參閱附件參閱附件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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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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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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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荔天開放日: 將於 12 月 4 日舉行，時間為下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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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興趣班: 經投票後以 9 票贊成 7 票反對決定本年舉辦 2 個家長興趣班。包括因副主席賴遠媚

教授的摺紙班和委員賴翠玉教授的能量治療。 

9.3 親子新春旅行: 將於明年 3 月 5 日舉行，選擇投票地點為 Y2、Y5、Y8、Y15、Y16 和 Y18 共 5 個

旅行目的地。其中一個行程包括到鹽田梓認識及參觀聖堂，副主席已於各家長介紹此行程。最終

投票結果為 Y2 得 9 票、Y5 得 1 票、Y8 得 0票、Y15 得 3 票、Y18 得 5 票，旅行目的地為 Y2 有機

薈低碳農莊、彩屋仔跳蚤市場及屯門爬蟲館、流浮山鮑魚海鮮餐，楊際澎老師將跟進聯絡旅行社

及主席何少雄先生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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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十十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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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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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時 35 分正式結束。 

 

 

 

 

 

 

紀錄：陳彩屏女士         主席：何少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