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教伍華中學 

家長教師會第二十屆理事會 

第 6次會議紀錄 

 

日期：2022年 9月 23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6:30 

地點：ZOOM 

 

出席：  

家長： 曾淑瑤女士、李美余女士、郭慧心女士、梁艷芳女士、潘穎賢女士、 

洪良麗女士、陳麗旋女士、麥玉雲女士 

教師： 李潔凌老師、梁佩娟老師、曾俊雄老師、李凱怡老師、許朗慧老師、于麗珊老師、 

區詠嘉老師 

列席： 李宛儀校長、衛維揚副校長 

缺席： 賴敏女士 

記錄： 許朗慧老師 

 

會議紀錄如下: 

1.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曾俊雄老師動議，陳麗旋女士和議。 

 

2. 報告事項: 

2.1 校方 

 

 中一女生校園調適 

本學年正式轉為男女校，中一級收了 31位女生，暑假至 9月期間，學生參與地壺球活動、

M+ 博物館展覽及工作坊等，為學生提供多元學習經歷。 

 

 疫苗接種统計及復課安排 

 90%學生完成接種兩針疫苗，10月 3日開始全校復課，校方並於 10月推出全方位活

動及聯課活動，提供更多學習經歷給學生。已接種第三針疫苗的學生可以參與學校旅

行及運動會，校方會安排未符合接種三針疫苗的學生留校學習。 

 暫有 44.7%學生完成接種三針疫苗，校方呼籲家長鼓勵其他家長及學生接種第三針疫

苗，讓學生有更多學習機會及享受真正的校園生活。 

 

 內地學校姊妹計劃 

為加強與內地學術交流和認識國家發展，學校於本學年參與內地學校姊妹計劃，仍等待教

育局安排配對學校。 

 

 CLAP@JC計劃 

為師生提供生涯規劃課程，讓學生得到更全面生涯規劃。 

 

 健康校園計劃 

針對全港吸毒學童人數增加、網課衍生生活陋習及心靈較脆弱等問題，學校於本學年參與

健康校園計劃（含驗尿），計劃屬自願性質，歡迎學生參與。 

 

 心靈教育計劃 

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態度，提升學生抗逆能力。 

 教育局校本教學支援計劃（英文、STEM科） 

參與教育局校本教學支援計劃（英文、STEM科），優化教學。 



 

 教學團隊現況 

目前，全港學校正面臨教師離職潮（退休、提早退休或移民），本學年已聘請新老師，其

中不乏資深並有學校中層管理、具教學經驗及教學熱誠的老師加入，學校團隊正穩健成長。 
 

2.2 家教會 

老師委員人事變動 

 上年老師委員：關惠嬋老師、潘國賢老師、莊士麟老師及王之君老師分別已退休或離職。

在此，衷心感謝以上老師委員對家長教師會的積極付出和貢獻。 

 梁佩娟老師調任為家長教師會顧問一職。 

 今年分別有李潔凌老師(副會長)、李凱怡老師(秘書)、許朗慧老師(助理秘書)、于麗珊老師

(助理司庫)、區詠嘉老師(委員)替代上年老師委員的職務。 

 

2.3 財政報告 

 截至 2022年 7月 30日月結單； 

 支票戶口結存：$64902.93 

 儲蓄戶口結存：$23284.05 

 支出：$3294 
 

 

3. 討論事項 

3.1 2022-2023年度家教會活動安排及財政預算 

第 20屆家長教師會活動計劃 2022-2023 

主題：凝聚家庭動力，建立關愛家庭 

 

 活動項目(計劃) 日期 預算 負責人 協助組別 

/ 

 機構 
統籌 協助 

1 
第 20理事會會員周年大會 29/10/2022(六) $1000 

李潔凌 

梁艷芳 

全體家教會 全校 

2 家長也敬師 15/11/2022(二) $3000 待定 待定  

3 聖誕聯歡 21/12/2022(三) $5000 待定 待定  

4 親子活動 1 - 旅行 18/12/2022(日) $10000 待定 待定  

5 親子活動 2 –  

親子歷奇活動(一) 
18/2/2023(六) $6000 

待定 待定  

6 
開心果日 28/4/2023(五) $4000 

待定 待定 健康教育

組 

7 家長興趣班 20/5/2022(六) $2000 待定 待定  

8 親子活動 2 – 

工作坊/親子活動(二) 
9/7/2022(日) $4000 

待定 待定 校外機構 

9 家教會會訊 6/2022 $3000-4000 待定 待定  

10 宣傳家教會 (中一註冊日) 13-14/7/2023 $500 待定 待定  

11 家長講座(一年三次) 待定 $2000 待定 待定  

12 其他 待定 待定 待定 待定  

 親子活動：家長建議躲避盤、保齡球活動 

 家長講座(一年三次)：校方提議於黃昏時段（約一小時），舉辦家長學堂、名人講座、社



工 / 教育心理學家專題講座。家長委員表示會按講座主題而考慮出席。 

 

 

3.2第二十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事宜(10月 29日) 

日期：2022年 10月 29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時至 4時 

地點：禮堂 

程序安排： 

時  間 程  序 

1：45 p.m. 全校老師到達禮堂 

1：55 p.m. 李宛儀校長及第 20屆家教會理事委員準備進場 

2：00 p.m. 李宛儀校長及第 20屆家教會理事委員進場就座，典禮開始 

2：00 p.m. 曾俊雄老師領禱 

2：05 p.m. 李宛儀校長致辭 

2：15 p.m. 會長梁艷芳女士匯報 2022年度周年報告 

2：20 p.m 司庫曾淑瑤女士匯報 2022年度財政報告 

2：25 p.m. 
主題演講:  一同建造健康校園 

講者︰待定 

2：55 p.m. 禮成 

2：55 p.m. 主禮團退席，全校老師退席。 

3：00 p.m. 班主任老師到課室面見家長。 

4：00 p.m. 活動完畢 

 根據防疫指引，出席家長需打三針疫苗方可進入校園範圍。為顧及未打三針疫苗的家長，

家長委員建議舉辦班主任老師實體面見及 ZOOM 面見家長兩節，校方會將家長建議帶回

不同科組商討執行細節。 

 典禮並沒有頒發委任狀環節，安排家長委員安坐台下，觀看典禮進行。 

 

3.3科組申請贊助事宜-英文科及學務組 

 英文科 

為提供更完善的英語語境，英文閣重新裝修後，即將重開，外籍英語老師和英語老師帶

領高年班學生領袖生以全英語會話形式舉辦不同活動。為吸引更多學生使用英文閣，英

文科於本年度提出 16 個有關提升學生聽、說、讀、寫能力的英語活動，申請資助以作

活動獎品之用。家長委員一致通過申請撥款 5000元。 

 學務組 

申請撥款作各項學生獎學金之用，以鼓勵表現卓越的學生。 

另外，檢討進步獎準則，為更準確評估，本年度改以名次和操行作為頒發進步獎準則。 

家長委員一致通過申請撥款 8900元。上年用剩$900書券, 撥作今年使用。 

 

4. 其他事項 

 敬師節禮物及敬師節卡安排 

 建議花茶包 / 潤喉糖 / 迷你曲奇 / 迷你蜜糖，取代送贈紅筆。 

 建議由一位學生設計敬師節卡，並印製給各班學生，寫給所屬班別班主任，另外

同時安排學生寫卡給校長、副校長、非班主任老師。 

 敬師節禮物由家長委員主理，敬師節卡由兩位視藝科老師跟進。 

 全日復課的午饍安排 

 為加強家校凝聚力，邀請家長義工看顧學生進食午饍、協助派飯和維持秩序。 



 邀請家長義工於午饍開放家教會房間，並提供休閒桌游活動，有助學生身心發展。 

 邀請陳麗旋女士幫忙召集其他家長（如家長義工培訓班、新加盟的中一家長）參

與家長義工午饍時間服務。 

 校方歡迎家長委員隨時參與家長義工午饍時間服務。 

 家長反映部份高年級學生仍未收到學生証，家長難以知道學生離校時間。校方承諾盡

快跟進及回覆。 

 家長查詢全日復課後午饍安排。校方會安排隔板給在校用膳的學生，以減低疾病傳播

風險。 

 家長提出不少初中學生喜歡躲避盤新興運動，為增加鍛鍊機會，向校方提出容許學生

於非運動課日穿運動服回校建議安排。校方回覆現時中一學生於體育課當日著運動衫

及運動長褲進出校園，與中二至中五級換運動服上體育活動的規則安排不同，校方會

將家長建議帶回不同科組商討。 

 

5. 下次開會日期 

2022年 10月 21日（五）下午 6時 30分。 

 

散會時間: 下午 8時 20分 

 

會長簽署（梁艷芳女士） 

 

＿＿＿＿＿＿＿＿＿＿＿＿＿ 

助理秘書簽署（許朗慧老師） 

 

＿＿＿＿＿＿＿＿＿＿＿＿＿ 

簽核日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