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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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6(2016(2016----2017201720172017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第三次常務會議記錄第三次常務會議記錄第三次常務會議記錄第三次常務會議記錄 

 

日期 ：2017 年 2 月 25 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四十五分至下午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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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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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聯絡 劉家倫副校長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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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惠文  ����    何立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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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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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何瑞恩  XXXX    陳佩儀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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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樂組助理委員 梁佩文  XXXX    林麗惠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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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次紀錄作出以下修訂: 

1.1 財政報告:承上結餘為 $71703.39;支出為旅行訂金 $5000;結餘為 $66703.39 

1.2 3.1「屆時」改為「歷時」 

1.3 3.2 刪去「學」字 

1.4 5.13 更改為 5.12 

1.5 出席紀錄:胡光威及何立基均出席會議。 

對於上一次會議紀錄作出以上修訂後，由委員胡光威動議，委員余均慧老師和議，出席

委員一致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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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通過今次會議議程通過今次會議議程通過今次會議議程通過今次會議議程    

對今次會議議程，沒有任何修訂，由委員蘇智霖老師動議，委員王玉琼和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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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青區議會撥款：已成功申請款項$6300，該款項將用以資助親子旅行。 

3.2 團拜：2017 年 2 月 25 日(星期六)中午 12:00 假座於「葵芳龍寶酒樓」筵開三席， 

舉行『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團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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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和老師們也一同參與是次的活動，本會出席的家長包括：主席何少雄、副主席賴遠媚、

範美儀、陳彩屏、楊雅雙、王玉瓊、陳惠文、馮天詠、林麗惠、趙美娟、吳秋嫻、胡光威、

陸友傑、何立基、陳玉珍、畢香玲、戶永菊、譚淑霞和勞慶惠。 

除了大合照及抽獎外，今年特設「迎春迎福」競賽遊戲，各參與者非常投入，氣氛良好。

抽獎禮物支出為$1650。 

感謝校長及主席捐出部分抽獎禮物。 

感謝所有參與協助的委員。感謝校長、黃副校、各位老師及家長參加是項活動。 

3.3 親子春遊同樂日:主席、副主席及康樂委員已草擬活動流程表，內有所需工作、物資及人 

手分配。今年將於報到處實施以「學生班別」分流，希望能令過程更流暢。 

各項主要事前工作(例如編位、買禮物)已經展開。 

3.4 學校陸運會:當日有多位家長出席支持，部分更參加親子 100 米競步。 

((((四四四四)))) 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4.1 學校增添了 2 部影印機，一部放在圖書館另一部放在學生會室，此機功能除了影印外更可

以接駁電腦及掃描，設有八達通方式付款，方便同學使用。 

4.2 校長為了把學與教質素提高，特別請了外來的專家來學校觀課，希望通過今次觀課活動，

希望能進一步提升老師的教學質素。同學也可以通過今次觀課向班代表或校長反映不同的意

見。 

4.3 學校 Band 將房準備拿出供給同學用，同學更主動提出自行裝修 Band 房，校長更建議有興

趣  的家長一起參與。 

4.4 學校為保障所有同學的安全，考慮在地下安裝 CCTV 機，安裝位置是風紀巡邏不到的地方，

例如學校大門外或暗角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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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的家長講座主題為「輔導子女建立積極上進的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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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親子春遊報名情況十分踴躍，報名人數已超越原訂的 180 人，已聯絡旅行

社。旅行社可增加數名額，最後總參與人數為 182 人。除了行程的吸引力外，相

信價錢較便宜是一個十分吸引的原因。以後籌備春遊活動時也可考慮由本會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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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費用以收吸引之效。 

5.1.3 2016 年 1 月至 12 月義工總時數已統計完成，感謝上屆主席譚江嬌女士的協助。總

時數已交顧嘉儀老師協助申請社署義工獎。在此由衷多謝各位家長的支持，去年

全年義工時數共有 1021 小時，時數令大家十分鼓舞。 

除了替本會作申請外，部分家長也付出超過 50 小時，校方也代為申請社署義工獎。

當中包括譚江嬌女士、主席何少雄先生、副主席賴遠媚女士、胡光威先生、陳曼

雲女士、陳惠文女士和義工陳玉珍女士。 

  在此再一次由衷多謝各位家長的支持，希望家長可繼續協助本校家教會發展及不

同的義務工作。 

5.2 5.2 5.2 5.2 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賴遠媚女士賴遠媚女士賴遠媚女士賴遠媚女士：：：：    

5.2.1 家長興趣班: 2017 年 1 月 7 日（星期六）下午 4 時在學校一樓會議室舉行家教會

全年活動之一的家長親子興趣班「製作賀年摺紙掛飾」，很榮幸能夠出一分力為當

天興趣班擔任導師，當日共有有 19 位家長及同學參加，大家非常投入，每位參加

者都做到 2 款賀年掛飾，完成作品後大家拍照留念。 

多謝主席何少雄先生，副主席楊際澎老師全程幫大家拍照。 

5.2.2.  茘天時裝設計比賽:黃智頴老師邀請家長出席2月 23日下午4:45在學校禮堂舉行

時裝設計比賽，比賽設有 6 個獎項。當日出席家長有:副主席賴遠媚，助委譚淑霞

女士，義工家長陳玉珍女士。當日節目有參賽者悉心設計時裝，有歌唱及同學表

演舞蹈，非常精彩，令在場所有人都情緒高漲。 

((((六六六六)))) 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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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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訪長者日：本會已於 3 月 9 日發出通告邀請家長和同學參與，現正統計中。希望在

座未報名的家長，即場報名。 

7.2 家長講座：今年的講座主題為「輔導子女建立積極上進的生活」，由培正教育中心提供

講者，內容包括：。是次講座日期為 5 月 6 日，時間：下午 2:30 至 4:00，共收費$1950，

已獲政府資助共$3，000。 

7.3  義工聚餐：將於下次會議後舉行，建議食物開支約$2000。 

7.4 會訊：本會會訊只出版一期，由於要配合 5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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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會同宣傳

組負責人蘇智霖老師、宣傳組幹事馮天詠女士和賴翠玉女士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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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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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嘉儀老師邀請家長 3 月 9 日到禮堂參加飢饉午餐活動。 

8.2 堂區捐血：顧嘉儀老師邀請家長 3 月 12 日支持聖斯德望堂的捐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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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5 月 13 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十五分開始  

  地點: 本校會議室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記錄：陳彩屏       主席：何少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