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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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8888 屆家長教師會屆家長教師會屆家長教師會屆家長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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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次常務會議次常務會議次常務會議次常務會議紀紀紀紀錄錄錄錄 

 

日期 ：2017 年 5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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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人(總出席人數合共 29 人) 

當然顧問     ：劉廣業校長 

主席 何少雄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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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彩屏 ����    陳燕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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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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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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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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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麗惠  ����    戶永菊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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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傳組助理委員 勞慶惠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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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 通過上次會議通過上次會議通過上次會議通過上次會議紀紀紀紀錄錄錄錄    

就上次紀錄作出以下修訂: 

1.1 出席紀錄中第一位宣傳組助理委員為勞慶惠。 

1.2 3.2 「讓大家裡歡度了一個愉快的中午」刪去「裡」字。 

1.3 3.2 有兩個名字需作更正: 「范」美儀及王玉「琼」。 

1.4 4.3  學校 Band 將房準備拿出供給同學用刪去「將」字。 

1.5 7.2 政府資助為 「$3000」。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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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畢香玲動議，顧嘉儀老師和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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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蘇智霖老師動議，何立基和議，出席委員一致通過

會議議程。 

 

((((三三三三)))) 校長報告校長報告校長報告校長報告    

3.1 學校圖書館影印機和學生會影印機已經可以供給學生使用。 

3.2 多謝同學們在假期抽空 2 天時間裝修 Band 房，經過同學們努力裝修整理後，待加入隔

音設備,很快可以給同學們使用。 

3.3 CCTV 已經安裝完畢開始錄影，影片受監管，只作保安用途，當日後要拿影片作為用途

時，必須通過校長批准才能使用，請各位家長放心此問題。 

3.4 有關學校建議為學生額外購買團體人身意外保險時事宜，校長提供一份保單參考表給

各位家長參考及討論。購買該保險後，學生參與由學校舉辦的活動皆受保障。各位家長經

討論後一致通過學校為學生購買團體個人身意外保險，而選擇保險公司暫定為「安盛保險

有限公司」。 

3.5 於新學年，學校準備安排學生拍卡以作為個人出席記錄。校長在家教會中與家長討論和

分享，更詳細解釋拍卡的定義，為使同學們主動拍卡，校長更給同學們每年都可以親自設

計自已喜歡的圖案作為卡的圖案，這樣不但使同學們主動拍卡，更有一種歸屬感，而拍卡

的整個過程也是給同學們學習的教育里程。 

 

((((四四四四))))    副主席報副主席報副主席報副主席報告告告告    

4.1 4.1 4.1 4.1 副主席楊際澎老師副主席楊際澎老師副主席楊際澎老師副主席楊際澎老師：：：： 

4.1.1 家校親子春遊同樂日: 本年度同樂日於 2017 年 3 月 5 日順利舉行，目的地為屯門爬

蟲館、流浮山海鮮街、有機薈低碳農莊、彩屋仔跳蚤市場。 

本年度 180 的參加人數名額迅速爆滿，對報名人數十分滿意。 

活動當天行程有動有靜，種類多元化，而午膳於流浮山享用鮑魚海鮮餐，食物質量令人滿

意。於旅遊巴上也進行了親子活動，促進家長與子女的關係。 

這次活動的簽到改為以學生班別分流，秩序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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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後向所有參加者進行了問卷統計，結果如下 : 

 
極滿意 4 分, 滿意 3分, 不滿意 2分, 極不滿意 1 分 

 

本會衷心多謝各位老師及家長委員當天的支持和協助，令活動得以順利完成！ 

 

4.1.2 飢饉午餐: 活動於 2017年 3月 9日舉行，當天有9位家教會成員參加，包括何少雄、

賴遠媚、陳燕燕、馮天詠、譚淑霞、陳惠文、陳佩儀、陳曼雲、陳玉珍，另外前主席周敏

麗女士及譚江嬌女士亦蒞臨參與，當天安排了一位復康人士分享經歷，實在令參加者大有

裨益。 

 

4.1.3 茘天探訪長者日: 活動於2017年 3月 25日舉行，由老師家長及學生探訪區內長者，

當天有 11 位家教會成員參加，包括何少雄、賴遠媚、戶永菊、勞慶惠、范美儀、馮天詠、

何立基、陳玉珍、陳曼雲和名譽會員譚江嬌和練彩芬。家教會資助是日旅遊巴費用。 

 

4.1.4 家長講座: 活動於 2017 年 5 月 6 日舉行，今年邀請了培正教育中心的梁貴達先生講

述「輔導子女建立積極上進的生活」，當天有超過 40 位家長參加，過程氣氛良好，家長們

非常投入，有問有答，內容亦非常「貼地」實用。感謝劉校長到場支持、黃副校長抱病回

校打點安排。 

 

4.1.5 會訊:非常感謝賴遠媚、陸友傑、王玉琼、范美儀、賴翠玉、馮天詠、陳燕燕及户永

菊為會訊撰文。另外，為家教會服務多年的陳惠文的兒子將本學年畢業，所以特別邀請陳

惠文撰文分享她多年來的經驗和感受。 

 

4.1.6 本年度「家長也敬師」活動已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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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得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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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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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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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五學生將以上、下學期考試成績作比較，其總平均分進步最多的每級前 6 位同學將各得

證書一張和水晶獎座一個，共 30 個，以示鼓勵和表揚。楊際澎老師將訂製水晶獎座、呂燕

婷老師將購買書券。 

 

4.1.8 本年度「第 7 屆葵青區家長教師會嘉許禮」將於 6 月 17 日舉行。以下三位將出席頒

獎禮，當中副主席賴遠媚女士和楊際澎老師被提名「熱心家長」和「傑出教職員」獎項，

而「飛躍進步學生」則由 4A 黃智霖同學獲得。嘉許禮將於本校禮堂舉行，故本會可能需要

派出老師和家長協助當天活動。 

 

4.1.9 2016/17 年度「迪士尼賞義工行動」:在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期間大

部份家長也完成 10 小時服務的義工時數，有關機構將送贈香港迪士尼樂園 1 日免費入場門

票乙張予各位合資格的家長，已收到十多位家長的申請，稍後將把門票交予各家長，在此

再一次感謝各位家長的付出，也感謝顧嘉儀老師協助申請事宜。 

4444.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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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茘天優勝者表演: 3月24日中午12:50分至1點30分在禮堂舉行「茘天優勝者表演」。

出席家長有：副主席賴遠媚女士、委員陳惠文女士、陳燕燕女士、賴翠玉女士及助委譚淑

霞女士。當天的節目有樂器演奏，鋼琴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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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順利完成後影了大合照。 

 

4.2.2 第 23 屆「家長也敬師」活動的禮物，每一級投票最多的獲獎班級如下：1B、2C、3A、

4B、5E、6C，本會將購買禮物予以上班級而獲獎老師除了送贈嘉許狀外，本會也致送小禮

物以表心意。由主席何少雄先生負責購買，並會邀請其他委員協助一起包裹禮物。 

 

4.2.3 5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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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由楊際

澎老師代為辦理。 

 

4.2.4 各位家長將會收到學校的邀請卡，請大家踴躍報名，出席畢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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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    

    

    

    

    

    

    

    

    

    

    

    

    

    

    

    

    

    

    

    

    

((((六六六六))))跟進事項跟進事項跟進事項跟進事項    
 

6.1 會訊:交蘇智霖老師及宣傳幹事報告。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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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楊際澎老師負責。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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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上午 9:00-12:30

及下午 2:00 – 4:00)及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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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讓家長對家教會

有初步認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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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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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七七)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7.1 中一新生輔導日已定於 8 月 26 日(最期六)下午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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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釐定下屆大選日期，初訂日期為：11 月 5 日(星期日) 。 

7.3 義工事項：稍後將會頒發社署的家長義工獎狀及拍照留念。呼籲家長繼續支持義工的工

作。 

7.4 下新學年小食部與午膳供應商將為同一個供應商，同為維他天地，這樣可以令 食物更優

質及更易作監察。 

7.5 校服也於新學年更換供應商，合眾校服公司已擁有多年做校服經驗，選用校服質料比之前

更好。尤其是冬季校褸，是用 2 件套 1 件的設計，選料比之前更厚和更長，如果天氣較暖的

時候更可以拆除外套，使同學在更舒服，更溫暖的感覺下學習。 

  
((((八八八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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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2 時 15 分 

  地點: 本校會議室 

 

 

    

 

 

 

 

 

 

        記錄：陳彩屏女士     主席：何少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