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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景天主教中學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 

(2017-2018年度) 

第三次常務會議紀錄 

 

日期 ：2018年 4月 7日 (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十五分至下午三時四十五分 

地點 ：荔景天主教中學一樓會議室 

出席會議人數 ：出席委員及助理委員共 21人 (總出席人數合共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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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秘書 楊國智助理校長  范美儀女士  陳佩儀女士 X   

聯絡 賴子軒副校長  楊雅雙女士 X 馮天詠女士     

康樂組 顧嘉儀老師  王玉琼女士  何立基先生  X   

福利 余均慧老師  林麗惠女士   譚淑霞女士    

宣傳 蘇智霖老師 X 陳彩屏女士 X 陸友傑先生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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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何瑞恩女士  X 張慧玲女士 X 郭淑嫻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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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樂組助理委員 梁佩文女士  X 戶永菊女士 X 吳惠芳女士    

福利組助理委員 陳曼雲女士  鄧春蓮女士  吳 瑩女士    

宣傳組助理委員 賴翠玉女士 X 錢青青女士 X 黃美英女士    

名譽會員 ：陳惠文女士 

義工    ：黃海琪女士 

 

(一)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對於上一次會議紀錄作出以上修訂後，由余均慧老師動議，林麗惠女士和議，出席委員

一致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通過今次會議議程 

對今次會議議程，沒有任何修訂，由陳燕燕女士動議，黃國宗副校長和議，出席委員一致

通過會議議程。 

(三)  主席報告 

3.1家長興趣班: 2018 年 1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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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榮幸再次為興趣班擔任導師，當日共有 14

位家長及同學參加，大家非常投入，每位參加者都做到賀年掛飾，完成作品後大家拍照留念。

多謝副主席楊際澎老師全程幫大家拍照。 

3.2饑饉午餐：2018年 3月 1日中午 12:35至 1:30（星期四）在學校禮堂參加饑饉午餐活動,當

天出席家長共有 6位，包括：主席賴遠媚女士、委員譚淑霞女士、助委郭淑嫻女士、吳琼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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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義工陳玉珍女士和名譽會員陳惠文女士。是次活動茘天家教會捐贈了二千元给善寧會，

最後，劉校長與各位嘉賓、老師和家長們一齊影大合照。 

3.3茘天 40週年晚宴：學校在 2018年 3月 16日（星期五）在尖沙咀德興酒家舉行茘天 40週年

晚宴，非常榮幸能參與這個晚宴,當天有很多不同界別的嘉賓和歷屆校友、老師及家長出席。

晚宴中，大家一面享用豐富美食一面欣賞學生表演，如唱歌、舞蹈等，所有人都情緒高漲，

場面非常愉快。 

3.4探訪長者日：2018年 3月 24日（星期六）為學校一年一度的大型活動「探訪長者日」。劉

校長和全體老師一起參與是次活動,本會出席家長共有 11位，包括：主席賴遠媚女士、楊雅

雙女士、范美儀女士、譚淑霞女士、陳佩儀女士、畢香玲女士、吳瑩女士、林海珍女士、吳

惠芳女士、陳曼雲女士、義工陳玉珍女士及名譽會員譚江嬌女士和陳惠文女士。全部參加人

數有 300多人。是次活動是齊心給予關心和送暖给區內的長者。都會扶輪社贊助當天所有的

米、物資和一些日用品。當天的旅遊巴車費由本會贊助。 

(四) 校長的話 

4.1劉廣業校長 

 今年學校有很多大型活動，如四十週年校慶活動及未來幾個月學校仍有多項活動，希

望各家長繼續踴躍參與。  

4.2黃國宗副校長 

 學校四、五月的活動，如才藝表演、時裝表演等，另外還有 26/5的畢業典禮。希望各位繼續

參與及支持。 

4.3楊國智助理校長 

 報告學校將會在新翼及地下走廊添置食飯枱，另外在 G02室將會增設健身室。  

4.4賴子軒副校長 

 為加強老師與學生之間溝通，由每班的班代表跟老師表達同學 對學校的意見，期間了

解到因持續評估跟考試的比例是 3比 7，所以同學便在考試前才溫習，有見及此，現階

段正開會討論，希望將 3比 7改為 4比 6，希望可以在 2018-2019的年度推行。 

 學校將在下年度中一至中三的學生推行每週次會有規定的家課時數。 

 考卷重做計劃，即在學期尾考試，如同學的成績未如理想，學校便會要求學生放暑假

前重做考試卷。 

 學校接獲香港中文大學邀請，進行一個名為「學生能力國際評估計劃」 學校將會隨機

抽出 50名學生(主要在中四級)，在 19/4下午做一個三小時的問卷，而老師及家長也

會收到一些問卷，希望家長能夠配合。 

 

 (五) 副主席報告 

5.1 副主席楊際澎老師： 

5.1.1 本年度的家長講座主題為「跨越鴻溝」，已聯絡培正教育中心。是次講座日期為 5月 5

日，時間：下午 2:30至 4:00，共收費$1950，已獲政府資助共$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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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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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2017年 1月至 12月義工總時數已統計完成，感謝主席賴遠媚女士的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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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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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包括主席賴遠媚女士、副主席陳燕燕女士、譚淑

霞女士、林麗惠女士、陳曼雲先生、陳佩儀女士、王玉琼、名譽會員陳惠文女士及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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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本年度「第 8屆葵青區家長教師會嘉許禮」將於 6月 23日舉行。以下三位將出席頒獎

禮，通過提名林麗惠女士俱領取「熱心家長」獎項、「傑出教職員」是林偉明老師，而

「飛躍進步學生」則待定。 

5.2 副主席陳燕燕女士： 

「家校親子春遊同樂日」：本年度的親子同樂日於 2017年 3月 4日順利舉行，目的地是綠

田園、流浮山海味街、雷公田、蝴蝶生態園、農場鮮奶園、冠華食品廠。 本年度打破了近

這幾年的記錄有 192人參加，人數名額迅速爆滿，對於報名的人數，大家都十分滿意！ 

當天雖然偶有驟雨，但都沒有影響所有參加者的心情，而活動的行程有動又有靜；例如在

綠田園有滑草地、划艇等；享受了流浮山午餐後，在海味街便看見很多老師們和家長們，

都好像買到各式各樣的心頭好；之後再到了郊外綠化的地方，接觸大自然真是令人心曠神

怡，還可品嚐到本土地道的鮮奶（不外售）；最後大家都頗為興奮去到食品廠的地方，也

嚐到及買到一些戰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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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go活動，增加氣氛。 

透過向參加者訪問，一致認為活動能促進親子間的關係，活動成效理想。 

是次活動有賴校方鼎力支持及衷心感謝劉校長、兩位副校長、各位老師及各位家長的無私

奉獻、支持和協助，經過這次的活動體驗了家校合一的精神理念展現出來，旅行這次運作

暢順，順利完成，感謝各位支持！ 

副主席楊際澎老師補充，區議會旅遊巴資助方面，因有關當局指出活動只集中邀請學校家

長及學生，未能太符合原則，故仍未批有關資助。主席已再次到區議會解釋。故將來也應

考慮有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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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財政報告 

 
(七) 跟進事項 

7.1 義工聚餐：將於下次會議後舉行，建議食物開支約 $2500。 

7.2 會訊：由於要配合 5月 26日的畢業禮，故需要提早完成會訊。宣傳組幹事陳秋屏、陸友

傑早已聯絡並邀請家長投稿，安排十分周詳。另外，楊際澎老師也邀請了幾位名譽會員就感恩

祭投稿。 

 

(八) 其他事項 

8.1 家長校董選舉: 下星期將按上次會議通過的時間表開始下屆家長校董選舉的程序，在此代

表校方邀請各位家長參選。 

8.2 荔天才華大賽: 比賽於 4月 19日舉行，邀請家長出席及擔任評判。 

8.3 時裝設計比賽: 比賽日期為 5月 7日，議決贊助學生材料費，每隊$200。也邀請家長於當

天出席及擔任家長評判。 

8.4 捐血日: 堂區捐血日於 4月 15日舉行，邀請家長參與。 

8.5國內交流團: 將於 4月 20日舉行，中二全級將到深圳一天作交流。 

8.6 恭敬聖母日: 5月 11日舉行，本年底將在堅道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舉行，初中會安排旅遊

巴接送。 

(九) 下次會議日期 (第四次會議) 

  日期: 2018年 5月 19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十五分開始  

  地點: 本校會議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