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迦密中學家長教師會 

第廿三屆常委會 

第一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五) 

時間 晚上七時至九時 

地點 102 會議室(舊翼地下) 

主持 趙陳瑞萍老師 

主席 劉忠孝先生 

文書 何李雅莉女士 

出席 

 

伍妙儀校長，何學良副校長，趙陳瑞萍老師，黃陳美娟老師， 

顧許祈雯老師，吳李翠珍老師，潘嶈懿珊老師，劉忠孝先生， 

張偉雄先生，陳俊銘先生，江陳曼女士，鍾周美寶女士，何李雅莉女士 

 

議    程 

甲、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全部委員一致通過第廿二屆家長教師會第六次會議記錄。 

 

乙、 職位分配  

1. 教師委員職位分配 

主席  : 伍妙儀校長 

副主席: 何學良老師 

財政  : 黃陳美娟老師 

文書  : 趙陳瑞萍老師 

聯誼  : 吳李翠珍老師 

總務  : 潘嶈懿珊老師 

委員 ： 顧許祈雯老師 

 

2. 家長委員互選職位  

主席  : 劉忠孝先生 

副主席: 鍾周美寶女士 

財政  : 張偉雄先生  

文書  : 何李雅莉女士 



聯誼  : 陳俊銘先生 

總務  : 江陳曼女士 

 

丙、 報告事項  

1. 學校的最新消息 

1.1 中六級張雅琳、羅慧盈及周俞爭同學獲聯宇聖經學院 eChurch 教育事工

頒發「逆境自強、誠實愛主」獎學金。 

1.2 中六級陳溥亭同學獲應用學習獎學金(2020/21 學年)及獲「特別嘉許」學

生的殊榮。 

 

 

1.3 中三級張瑋珈同學參加香港教育城（教城）舉辦的創作獎勵計劃 2020/21 

(第二期)，於主題寫作及圖文創作兩項目均獲得冠軍，得獎作品分別為

《替我們，把曾經變成現在》及《愛情的定義》。 

1.4 其他學生活動和校外獎項消息，會透過家教會「為同學鼓掌」的網頁分

享。 

1.5 接種疫苗百分比 (截至 18/11/2021) 

 

 

 

 

 

 

 

 

 

 

 

 

 

 

 

2. 財政狀況 

2.1 黃陳美娟老師報告截至 2021 年 11 月 19 日，戶口及現金結存如下： 

級別 百分比 備註 

6 75.7 4/10/2021 起全日復課 

5 65.7 
 

4 67.6 
 

3 61.8 
 

2 55.8 
 

1 50 
 

全校 63 
 



儲蓄户口：$12,175.21 

支票户口：$42,041.27 

現 金 :   $2,829.27 

財政結存：$57,045.75 

2.2 2021/22 家教會會費沒有增加，仍然維持 50 元。 

2.3 由於前一屆的轉名手續仍然未被批准。新一屆的委員轉名需要再填表，

再等候警署批准。故此家教會支票的簽名仍然用前主席林太加上趙太、

黃太兩位老師委員。現時每一次簽支票都有用電郵告知財政張先生，並

由張先生核實單據。張先生也指出單據齊全，隨時可以讓大家查看。 

 

3. 家長義工招募情況  

吳李翠珍老師報告今屆共招募了 90 名家長義工參與不同項目的聚會或活動。 

 

4. 中一家長分享會 (2/10/2021) 

4.1 有 102 位家長報名，90 位家長出席，出席率達 88%。副校長陳黃敬珊分

享了「解決問題的教養」，FACT CHECK 連結及學校不讓同學帶手機的原

因，並鼓勵家長與同學一同參與親子閲讀計劃。當晚的簡報已經上載在

家教會網頁，各委員可以提醒家長們到家教會網站查閲簡報。 

4.2 各委員對於此分享會的反應都很正面，非常認同學校不讓同學帶手機的

規定。也贊許學校安排每班有三個班主任的做法，使每一位同學都被關

心。 

 

4.3 當日有家長委員及義工入班房協助班主任分班。張先生和鍾太也分享了

自家孩子的不同，讓中一家長們有定心丸。劉先生也有經驗分享，讓家

長們不必擔心同學適應問題。 

4.4 另外，劉主席提出疫情之前中一同學有大哥哥大姐姐照顧，但疫情中只

是上半天課，學校大哥哥大姐姐不容易做到關心中一同學。希望這種關

愛能夠延續。 

 

5. 家長講座（一） (15/10/2021) 

5.1 此講座由陳梁淑貞校長主講，主題為「自我成長･正向父母」。簡報已經

上載家教會網站。 

5.2 委員們表示家長反應正面，認爲講座互動性強，包括要家長們思考人生 5



件重要事，要畫畫寫下一些令自己幸福的方法等等。期待第二次有關溝

通的講座。 

5.3 活動有 80 位家長報名，61 位出席，出席率達 76.52%。 

 

6. 「從初中到高中」家長講座 (12/11/2021) 

6.1 此活動報名人數有 48 人，出席人數有 42 人，出席率有 87.5%。 

6.2 家長反應也很好。内容包括選科，高中適應，學習方法，OLE（其他學

習經驗），大學入學要求等。並邀請了校友分享學習經驗。 

6.3 簡報已經上載於家長教師會網站“過往活動”中。 

 

7. 會員大會暨家長夜/中一至中六家長夜（12/11/2021） 

7.1 出席率達 91.5%。 

7.2 當晚有本校社工鍾美娜姑娘分享「逆思逆有」。委員指出分享貼地，勾起

家長們正視自己的情緒。之後有幾位家長也打電話找鍾姑娘，提及自己

的反省，未能放手而使兒女有壓力。簡報已經上載在家教會網站“過往

活動”。 

7.3 關於家教會委員選舉，有委員提出選舉程序可以優化，例如參選委員號

碼可在兩位老師及家長委員見證下抽籤安排。 

 

8. 第六屆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23/11/2021） 

8.1 22/11/2021 早會會提醒同學帶選票回校。 

8.2 23/11/2021 早上 8：00 開始收取選票。由於截止時間是 8：15，遅到同學

一進入校園可直接交選票予門口負責老師。 

8.3 下午 4：30 在禮堂舉行點票會選出家長校董及替代校董。有 6 位家長義

工可以出席禮堂的點票。 

9. 陸運會親子環圈賽 (29/11/2021) 

第二年因爲疫情而取消。 

 

10. 家長小組（一）（10/12/2021） 

請委員預留時間參與，用日常生活與家長傾談。主題“與子女同行”。 

 

 

 



11. 其他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安排: 由於每一位得到獎學金的同學可同時得到梁葉有老師

獎學金港幣 800 元。學校提議把家長教師會獎學金總數（每位學生港幣 200

元，最多 40 位）先轉給學校，然後由學校開支票給同學（每張支票港幣 1000

元），並附上一封信提及此安排。委員們全部同意此做法。 

 

丁、討論及跟進事項  

1. 家長教師聯誼日/教職員聯歡會 (18/12/2021) 

1.1 時間：由於今年舉行的聯誼日不能在校進食，委員們全部同意時間提早

由下午 4 點至傍晚 6 點。之後讓家長們可以和子女一起共用晚膳。 

1.2 費用：家長教師會會員免費。至於非會員，決定收取港幣 20 元。原因是

以往這類活動，會員和非會員的收費都是有分別的，而且收費可以吸引

非會員加入家教會成爲會員。 

1.3 抽獎禮物：各委員可以嘗試尋求贊助，以豐富抽獎的禮物。或者委員們

若有可以送出的禮物也可以交給老師。 

1.4 活動預算：暫定家教會及教職員會各自出港幣 1500 元至 2000 元。 

1.5 活動内容：家教會今年仍然會與教職員會合作。活動内容包括唱歌、集

體遊戲、抽獎等等。 

 

2. 小食部食物衛生問題 

有義工在監考時發現食物有問題，家教會主席將會跟進。 

 

3. 其他  

3.1 副校長報告教與學的發展: 

3.1.1 學校有機會逐級復課，時間表有待安排，另午膳安排等等都在商

討中。 

3.1.2 校長和副校長正展開校內觀課。目的是改善課堂設計，使教案更

專業、更有效率。下一步會察看同學學習技能，英語能力等。掌

握不同級別的情況，有助於將來教學策略的發展。 

3.1.3 學生在疫情下少了以英語説話的時候。學校會多加提醒學生。 

3.4 劉主席提出有學生檯凳有損壞的情況。黃陳美娟老師回應已跟進，並安

排損壞的檯凳逐批更換，同時也會提醒班主任和學生注意安全問題。 

 



戊、 下次開會日期  

全年開會日期如下:  

2022 年 1 月 7 日、3 月 4 日、5 月 6 日、7 月 8 日及、9 月 2 日。 

 

文書：            主席： 

 

 

 

 

何李雅莉女士_________________   劉忠孝先生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