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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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九九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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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77----201201201201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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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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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人) 

當然顧問     ：劉廣業校長 

主席 賴遠媚女士 ����                   

副主席 楊際澎老師 ����    陳燕燕女士 ����              

司庫 呂燕婷老師 ����                   

稽核 胡光威先生 XXXX                   

秘書 楊國智助理校長 ����    范美儀女士 XXXX    陳佩儀女士 ����         

聯絡 賴子軒副校長 ����    楊雅雙女士 XXXX    馮天詠女士  XXXX         

康樂組 顧嘉儀老師 ����    王玉琼女士 ����    何立基先生  XXXX         

福利 余均慧老師 ����    林麗惠女士  ����    譚淑霞女士 ����         

宣傳 蘇智霖老師 ����    陳彩屏女士 ����    陸友傑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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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組助理委員 勞慶惠女士 XXXX    何瑞恩女士  ����    張慧玲女士 XXXX    郭淑嫻女士  ����    

聯絡組助理委員 夏愛珍女士 ����    林海珍女士  ����    畢香玲女士 ����    吳 琼女士 ����    

康樂組助理委員 梁佩文女士  ����    戶永菊女士 XXXX    吳惠芳女士 XXXX         

福利組助理委員 陳曼雲女士 ����    鄧春蓮女士 XXXX    吳 瑩女士 ����         

宣傳組助理委員 賴翠玉女士 XXXX    錢青青女士 XXXX    黃美英女士 XXXX         

名譽會員 ：練彩芬女士、陳惠文女士 

義工    ：陳玉珍女士、何少雄先生、黃海琪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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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蘇智霖老師動議，委員陳彩屏女士和議，出席委員一致通過上次（第

十八屆第六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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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余均慧老師動議，委員陳燕燕女士和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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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賴遠媚女士歡迎劉校長、黃副校、賴副校，各位老師及家長參與第十九屆家教會，並希望

大家合作順利。 

3.1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選舉大會 

• 已於 11 月 5 日（星期日）順利進行，參加委員選舉人數共 30 人，出席之老師、名譽會員、榮休

會員、家長及學生人數合共约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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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惠文女士及練彩芬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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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另外，學校誠邀周敏麗女士和陳惠蘭女士擔任監票嘉賓，以示公允。 

• 大會當日選出新一屆幹事委員十三人，助理委員共十七人。 

• 主席謹向各位參與家教會工作的幹事及助委，致以最衷心的谢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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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介紹了家長教會的組織架構及其職能。請參閱文件夾的內頁。 

• 本會全年共召開 6 次常務會議，平均每 2 個月開一次，（會議通常在星期六下午舉行）。 

• 會議前，會透過貴子弟將會議議程和上次會議記錄送交各家長委員及助理委員，並由聯絡组委員

個別通知提示出席 

• 如未能收到會議議程及上次會議記錄者，可以在本校網頁（www.lkcss.edu.hk）的家長教師會內

的會議紀錄欄內下載。 

3.2 現屆人手統計 

• 正委家長 13 位，助委家長 17 位，義工 35 位，來年大致上有足夠人手應付恆常工作。 

3.3 親子旅行: 因為選址是整個活動的重點，主席、副主席已找了行程資料。今天可選定旅行點。有

關事宜將留在討論事項中作討論。 

3.4 家教會室: 由於經過連場大雨，室內的天花板已破爛及多項設施已經老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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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及 3 日，籌備工作即將展開，預期更新工作能及時完成。邀請

各位家長幫忙設計及更新壁報板 

3.6 在 11 月 10 日（星期五），為準備今次會議，一些開會前文件夾及表格均需要更新，特邀請家長

回校幫忙整理及更新，回校幫手的家長包括: 幹事林麗惠女士、譚淑霞女士、王玉琼女士、郭淑嫻女

士及陳曼雲女士。 

((((四四四四)))) 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4.14.14.14.1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4.1.1 介紹現屆家長教師會   

� 校長介紹及歡迎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主席賴遠媚女士及副主席陳燕燕女士，其他各正委、

助委、義工及教師委員，並特別歡迎各中一家長蒞臨參與；校長代表家長教師會邀請有興

趣協助做義工、關心學校發展的家長參與開會，大家多作溝通；各教師委員在會內各自介

紹自己教的學科及職務。 

 

4.1.2 家教會室 

� 校長表示現在的家教會室因漏水致假天花塌陷，而維修需等政府部門安排，但有關部門遲

遲未能作出安排；校方認為即使維修完成亦未能確保不會再出現相同情況，因此校方建議

把校內英語閣改為家教會室，未正式遷移之前，家教會委員及義工亦可暫時使用英語閣休

息及工作之用。 

4.24.24.24.2    黃國宗副黃國宗副黃國宗副黃國宗副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學校即將舉行下列重要活動及特別安排，分別為： 

• 16/11/2017 開始校方會安排中一至中三級學生於早會時間到禮堂練歌，讓他們在感恩祭時可

以懂得應唱聖詩。 

• 27-29/11/2017 因應學校即將舉行感恩祭及開放日，本校學生將有特別上課時間，學生須於

7:45 或之前回到學校，8:10 開始上課，並於 13:20 放學；學生將沒有午膳時間。請留意有個

別學生（主要是中三級以上學生）安排於感恩祭及開放日活動內擔任工作人員，會收到個別通

知及通告，於這兩天 14:45-17:00 回校綵排。 

• 30/11/2017 10:30-12:30 學校舉行四十周年校慶感恩祭暨祝聖活動，學校安排了中一至中三

學生參與 – 副校長邀請各正委及助委出席當天活動，活動完結後並會有聚餐。請留意當天學

生會於上午約九時回校練習及綵排，而中四級以上學生除了工作人員之外，不用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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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017 為本校全方位學習日，當天上午中一級學生會到中環聖約翰座堂參觀，中六級學生

會參與文憑試應試技巧講座；而中二至中五級學生如有需要回校協助預備開放日事宜，將個別

收到通告，否則無需回校。 

• 2/12/2017 9:00-17:00 及 3/12/2017 13:00-17:00 為學校開放日，家長教師會將負責其中一

個攤位。由於 2/12/2017 同時為教區小學數學比賽於本校舉行、我校中六家長日及中三選科

會，故當天會有很多小學家長、中六及中三級家長會蒞臨參觀，學校會在地下有攤位、一樓課

室及二樓特別室設有參觀示範。 

• 16/3/2017 本校將於尖沙咀東部德興酒家舉辦四十周年校慶晚宴，請大家預留日子出席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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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72。

其中 HKD$5000 為印製會訊津貼，HKD$3000 為舉辦家長講座，而餘數 HKD$5372 作為本會的

經常津貼。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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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社團登記事宜:根據社團條例，以往都要新一屆的幹事委員會名單呈上警察部牌照科作記錄。

去年年中有關部門通知，指出本會我幹事人數太多，經查證後有很多去離任的會員的紀錄沒有

向部門刪去。故警察部牌照科建議本會登記幾名主要的成員，而該些成員不會經常轉變其職

位。參考其他學校的家長教師會登記教師委員的資料，提議登記有本會銀行戶口簽名的成員，

故現在本會暫時只有三位登記人士，包括楊際澎副主席、黃國宗副校長及呂燕婷老師。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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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 教協會會員證: 新的教協會會員證將作申請，共可申請 5 張，當會員証寄到學校後，歡迎各委

員透過家教會主席和副主席安排借用，並填寫登記表格。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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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須推舉兩位學校代表參加葵青區家長教師聯會，邀請有與趣做代表的家長聯絡主席賴遠媚。 

    

5.25.25.25.2 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陳燕燕女士陳燕燕女士陳燕燕女士陳燕燕女士::::    

5.2.1 陸運會：2017 年 10 月 6 日及 10 日，荔景天主教中學假荃灣城門谷運動場舉行第 36 屆陸運會，

我們的中一、二的家長非常踴躍參與，有多位家長出席。今年有很多家長參與親子接力比賽，

共有 13 隊，情況十分踴躍。而我們的委員馮天詠和陳曼雲和她們的女兒也有參加。而馮天詠

和女兒 5E 鄧子晴還奪冠呢！在此很感謝這兩天出席的家長包括：上屆主席何少雄先生、現主

席 賴遠媚女士、陳惠文女士、馮天詠女士、陳佩儀女士、林海珍女士、畢香玲女士、林麗惠

女士、陳曼雲女士、陳玉珍女士和陳燕燕。 

5.2.2 校際朗誦比賽：由 2017 年 11 月 20 日 至 12 月 19 日 期間，同學們需參加 2017 - 2018

年度校際朗誦比賽，包括中文、普通話、英文的朗誦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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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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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 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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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閱附件一參閱附件一參閱附件一參閱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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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9.1 40 周年校慶開放日:  

• 將於 12 月 2 日(9：00am – 5:00pm)及 3 日(1：00pm – 5:00pm)舉行，時間為下午 3 時至 5 時，

本會將於籃球場設立一攤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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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適逢 40 周年校慶，建議於開放日租借爆谷機增加氣氛。主席已向公司作查詢。最後全體一致同

意向利興食品有限公司租借爆谷機兩天，每天為 500 杯，主要於 2/12 早上及 3/2 下午提供爆谷。 

9.2 家長興趣班: 經投票後一致同意本年度舉辦 2 個家長興趣班。包括主席賴遠媚教授的摺紙班和助

理委員吳琼女士教授的台灣小食芋圓班。 

9.3 親子新春旅行: 將於明年 3 月 4 日舉行，選擇投票地點為 E4、E8 及 E20 共 3 個旅行目的地。最

終投票結果為 E4 得 14 票、E8 得 8 票、E20 得 2 票，旅行目的地為 Y2 雷公田、蝴蝶生態園、鮮

奶園、冠華食品廠，午餐為鮑魚海鮮餐。楊際澎老師將跟進聯絡旅行社及主席賴遠媚女士將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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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團拜: 本年度新春團拜與40周年校慶晚宴共同於16/3/2018 年舉行，有關詳情待校方公佈。 

((((十十十十))))    其其其其他他他他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0.1 明愛賣物會將於 11 月 19 日於荃灣沙咀道球場舉行，本校將設一個攤位，希望各位家長到場

支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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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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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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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分正式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