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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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 月 7 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十五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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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人 (總出席人數合共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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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X                   

稽核 范美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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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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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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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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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傳 蘇智霖老師 ����    馮天詠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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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X    陳佩儀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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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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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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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傳組助理委員    ����    錢青青  ����              

名譽會員 ：陳惠蘭女士 

義工    ：陳玉珍女士，趙美娟女士 

紀錄        ：陳燕燕女士 

 

((((一一一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通過上次會議紀錄通過上次會議紀錄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何少雄建議修訂頁 2，3.2 項為「朗誦帶隊」，出席委員一致通過。 

對於上一次會議紀錄，由陳彩屏動議，委員蘇智霖老師和議，出席委員一致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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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賴遠媚動議，委員顧嘉儀老師和議，出席委員一致通過會

議議程。 

 

((((三三三三))))    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    

  
3.1 學校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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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於 12 月 4 日順利舉行，多謝顧嘉儀老師借出遊戲道具。多謝家長們對構思提供寶貴意見及協

助制作壁報板(製作成本$402.8，屆時 6 天，義工人次 21)。 

多謝十多位家長當天到場參與及協助，也特別多謝榮譽會員朱昆成先生、陳惠蘭女士及練彩芬女

士出席支持。 

  

3.2 葵青區議會學申請撥款 

己於 12 月 28 日提交申請，申請款項為$6300，共三架旅遊巴，主席會繼續跟進。 

  

3.3 葵青區家長教師聯會代表 

本會委任了賴遠媚副主席及康樂委員王玉琼為本會代表。 

  
 

((((四四四四)))) 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校長: 

4.1 在一次在此感謝各位家長協助午膳管理和朗誦比賽的帶隊。 

4.2 教區 2017 年的主題是「愛的喜樂」，學校將有不同的活動配合，當中部分活動可扣緊家庭

的愛和父母的愛。 

4.3 學校將為全校學生轉換學生證，轉為硬卡。會先為中六更換，再逐步為其他年級學生更換。 

4.4 學校將有以下的更新及新設不同設備供學生使用: 圖書館及學生會影印機、園圃、藝術廊、

排球場。 

4.5 校長邀請家長出席本年度的陸運會及主保瞻禮。 

 

黃國宗副校長: 

4.6 下學年是學校 40 週年，將有不同的慶祝活動。而 30/11 將會是校慶感恩、而 3 月中將舉辦

40 週年校慶晚宴。 

4.7 下學年本校也將與石天合辦教區聯校運動會。 

 

 

((((五五五五) ) ) ) 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報報報報告告告告    

5.1 副主席楊際澎老師報告: 

5.1.1 已回覆及確定報團。旅行社也要求本會需繳交家校親子旅行的訂金$5000，以作確認是

次的旅行，本會將 1 月中繳交，出發前 14 天要向旅行社付清尾數。 

 

5.1.3 第 23 屆家長也敬師運動的敬師卡已於 2016 年 12 月送到本校，為配合中六級同學的參

與，敬師卡將於 1 月 9 日起發出，預計 3 月初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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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副主席賴遠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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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2016-2017 年校際朗誦節比賽已於 12 月 19 日順利完成，協助學校帶隊家長包括：譚淑

霞女士，賴翠玉女士，何碧珊女士，畢香玲女士，王玉琼女士，馮天詠女士及陳惠文女士共 7

位。藉此機會，讓家長能欣賞比賽，感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努力，當中分別獲得冠軍，亞軍及

季軍，為校增光。在此衷心恭喜各位得獎同學。 

 

5.2.2 荔天才華大赛之歌唱比賽: 温錦屏老師邀請家長出席在 2016 年 11 月 28 日、30 日和 12

月 8 日中午在禮堂舉行荔天才華大賽。 

三天比賽分別為個人及小組歌唱比賽形式。出席家長共有 8 位，包括：主席何少雄先生、副主

席賴遠媚女士，委員及助委：陳惠文女士、林麗惠女士、賴翠玉女士、陳燕燕女士、馮天詠女

士和譚淑霞女士。 

 

((((六六六六))))    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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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定於 2017 年 3 月 5 日，行程為「有機薈低碳農莊、彩屋仔跳蚤市場、屯門爬

蟲館、流浮山鮑魚蝦海鮮餐」，旅行通告已於 2017 年 1 月 5 日發出給家長，希望各位踴躍報名參加

及支持。另外在 1 月 9 日中午進行報名工作。籌辦旅行細節事宜交由康樂組顧嘉儀老師、王玉琼女士

和陸友傑先生統籌。請各家長踴躍提供協助。旅行每位收費為$95 元正。 

 

7.2 家長興趣班:摺紙班於今天會議後立即舉行，由副主席賴遠媚女士擔任導師。摺紙班教授新春賀

年裝飾，共有 19 名參加者。 

  

7.3 新春團拜:下次會議 2017 年 2 月 25 日中午將舉辦幹事團拜聚餐，主席歡迎老師和家長委員踴躍

報名，詳情請康樂組顧嘉儀老師、王玉琼女士、陸友傑先生及福利組余均慧老師、陳惠文女士、何立

基先生負責統籌及安排當天流程。建議繼續在葵芳附近的酒樓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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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3 月 25 日舉辦探訪長者日活動，學校會發出通告邀請家長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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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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講座: 今天決定舉辦日期和內容，提供了培正教育中心及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的家長講座予

家長選擇。 

經商議及投票後，決定選由培正教育中心提供的講座，經兩輪投票後有 10 票支持，題目為「輔導子

女建立積極上進的生活」。  

 

7.6 會訊: 本年將出版一期會訊，煩請宣傳組蘇智霖老師、馮天詠女士和賴翠玉女士大家共同籌備和

釐定會訊的大綱及內容。 

 

 

 

((((八八八八))))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8.1 顧嘉儀老師準備了一些由教區製作的揮春及利是封供家長索取。 

8.2 何少雄向大家展示家教會室設計的初步構思，各委員提出不少建議。主席也歡迎大家隨時給予意

見。 

8.3 黃智穎老師邀請家長出席 2 月 17 日下午 4:45 至 6:00 在學校禮堂舉辦的時裝設計比賽。本會決

定贊助每隊$300 作比賽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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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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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陳燕燕女士         主席：何少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