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迦密中學家長教師會 

第廿二屆常委會 

第二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零二一年一月八日 (星期五) 

時間 晚上七時至八時 

地點 視像會議 

主持 趙陳瑞萍老師 

主席 黃林文珊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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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倫山老師，

吳李翠珍老師，潘嶈懿珊老師，黃林文珊女士，劉忠孝先生，張偉雄先生，

汪陳曼女士，鍾周美寶女士，何李雅莉女士 

 

議    程 

甲、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一致通過第廿二屆家長教師會第一次會議記錄。 

 

乙、報告事項 

1. 學校最新情況 

1.1 全校已於 12 月 28 日噴灑殺菌塗層。 

1.2 獲校外獎學金同學名單： 

a. 黃廷方慈善基金      中五級曾志鵬同學 

b. 應用學習獎學金       中六級潘臻穎同學 

c. 領展大學生獎學金  2019-2020 中六畢業主鍾靖濤同學 

1.3 英文辯論隊的中三級隊員（陳愛娜，李嘉琳和李美慧同學）參加了上學期

的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hampionship Division 1 的比賽。

這是她們第一次參加校際辯論比賽，比賽於網上（ZOOM）進行。隊員積

極參與訓練，最終連勝三場，獲得學期冠軍。其中陳愛娜及李美慧同學分

別奪得一次及兩次 “最佳辯論員”的殊榮。 

1.4 本校 25 位中四級至中六級同學參加了由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

（HKCERT）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辦的首屆香港網絡保安新生代奪旗挑

戰賽 2020，其中中六級李澤榮、蘇駿熙及朱家盛同學在 80 多隊參賽隊伍

中表現突出，獲得中學組的冠軍，並獲邀和大學組得獎隊伍一起於網上參

與由 Hack In The Box, CTF Tech, CybExer Technologies 合辦的 Cyber 

Battle of The Emirates 2020 網上比賽，與世界各地參賽者切磋學習。 

1.5 四位中四級同學於 2020 年 11 月參加了真光女子數學邀請賽。其中林嘉慧

和葉嘉鴻同學獲得優異獎狀。 

1.6 15 位中四至中六級同學參加了由教育局及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合辦的國際

生物奧林匹克－香港區比賽 2020，中五級陳芑彤同學獲優異獎。 

1.7 中五級陳雋及俞厚澤同學參加了由教育局、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及香港科技

大學聯合舉辦的 2020 香港物理奧林匹克年比賽，兩位同學均獲得三等獎。 

1.8 為進一步加強中小學生對知識產權的認知及了解，知識產權署於 2020 年

9 月 28 日至 11 月 15 日舉辦了「校際網上知識產權問答比賽 2020－知識

產權偵探班」，中二級林玥希同學於初中組獲得優異獎。 



1.9 本校於「超新聲歌唱大賽 2020」初賽中派出兩組參加賽事,每組分別為 10

位詩歌班團員及 3位樂器隊員；在努力演出下，其中一組晉身首三名，順

利進入 2 月 5 日的總決賽。 

1.10 本校初中學生參加了香港教育城（教城）舉辦的創作獎勵計劃 2019/20。計

劃第三期得獎結果已經公佈，本校獲積極參與學校獎，及書券 $1,000。 

1.11 事業及生涯規劃組跟校友會於 11 月 28 日合辦了網上迷你職業博覽，10 位

來自不同界別的校友及兩位籽識教育的嘉賓朋友介紹他們的工作及海外

升學經驗。出席的學生總人次達 210，當中主要為中五級學生及少部份中

四及中六級的學生。這活動同時為 55周年校慶活動之一，因各種原因，改

為今年於網上舉行，但不阻校友及學生積極參與，十分感恩。 

1.12 本校於 12 月 5 日參與了由籽識教育籌辦的迦密聯校模擬面試日，其餘兩

所學校為迦密栢雨中學及迦密愛禮信中學。本校約 50 名中六級學生根據

他們所選的學科志願，出席了兩場模擬面試，獲益良多。 

1.13 趙陳瑞萍老師分享疫情期間，學校很多活動繼續進行，例如領袖訓練，班

會職員訓練等等。 

 

2. 最新財政狀况 

黃陳美娟老師報告 

2.1 自 2021 年 9 月至今有以下收支： 

會費收入：$23,050.00 

總支出：$3,656.00 

2.2 截至 2021年 1月 8日，戶口及現金結存如下： 

儲蓄户口：$12,175.09 

支票户口：$37,476.97 

現 金 :$121.97 

財政結存：$49,774.03 

2.3 關於銀行户口轉名的情況，警局已收到送去的資料，家教會收到批核證明後

會聯絡銀行改簽名。由於近年等待警局批核需要幾個月（最少 2-3 個月），

現時仍由上一屆委員，包括家長委員林林雪儿女士和黃林文珊女士;老師委

員趙陳瑞萍老師和黃陳美娟老師簽名。待轉名後，會轉加現屆家長委員(主

席和財政)簽名。若現時有支票支出會通知財政張偉雄先生。 

2.4 校服安排： 

2.4.1 所有棉襖（校褸）和毛衣已經送到學校，尺碼齊全。學校會通知學生

及安排售賣。 

2.4.2 黃倫山老師報告寒冷天氣下校服的安排。當氣溫降至約 12 度左右，同

學可以在校褸內加顔色樸素（如黑色、深藍色）的外套，學校會就這

方面出通告給家長和同學。 

2.4.3 體育服將會換新款，已買舊款的學生不一定要更換。現時體育服庫存

數量比較緊張。若同學想購買可以找藍海亭老師。 

 

3. 學校祈禱日 (4/2/2021) 

由於疫情影響，學校決定延遲祈禱日，多數改在網上進行，如現時學校團契及

清晨讀經在網上進行一般。有確定日期和時間後，學校會把連結傳給委員們。

歡迎大家抽時間參與並同心為學校祈禱。 



4. 家長小組(二) (26/2/2021) 

4.1  吳李翠珍老師報告 27/11/2020 的家長小組由賽馬會資助，外援基督教家庭服

務中心透過藝術加强家長與親子的關係。 

4.2 是次活動有 123 人報名，77 位出席，出席率達 62.2%。除了因技術問題推遲

了十多分鐘，整個過程都順暢，回響很好。 

4.3 趙陳瑞萍老師分享是次活動從治療角度和輔導層面發掘家長自己未曾發現

/意識到的想法，從另一個角度多體會子女的想法。 

4.4 黃林文珊主席分享小組在大禮堂舉行，出席人數眾多。起初家長們未有習慣

回應，主席主動回應，帶起了很好的氣氛。另外，是次小組不用委員帶小組，

可以集中享受講員所分享的。總括來説這次小組安排得很好。 

4.5 張偉雄先生回應用藝術方法比較特別。他個人方面比較喜歡直接聽講。雖然

這種形式比較抽象一點，他不習慣，但是整體來説，機構人員帶得很好，他

都努力融入參與。 

4.6 活動收集了家長的意見調查。問卷結果在内容和形式等都有很正面回應，滿

意程度佔很大百分比，沒有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家長們在多方面也有得著，

有個別家長提出活動應該多一些家長分享的元素。 

4.7 此機構會提供兩次活動，第一次是給大多數家長，第二次想在參與第一次的

參加者中邀請十多人參與進深小組，讓他們有更多的體驗經歷。現時有三十

多位家長有意參加。由於疫情影響，實體小組日期待定。 

 

5. 其他 

5.1 趙陳瑞萍老師報告今年三個家長講座集中在下學期，希望可以順利舉行，

故需要研究使用那種遠端會議軟體以減少網上講座的限制。題目是上屆擬

定，如下: 

日期 題目 講員 

12/3/2021 父母子女的局限 簡余麗梅女士 

23/4/2021 成爲子女的愛情世界導師 待定 

14/5/2021 父母終身學習的功課：放手、原諒 待定 

5.2 家教會將交九龍城區家長教師會聯會續會費以支持聯會活動及鳴謝家長

義工。 

5.3 興學會正發起柬埔寨迦密國際學校「疫境同行助學計劃」籌款，目是資助

疫情影響下學生的學費及教職員的薪津。義工同學將在 3 月 13 日家長日

在學校放置籌款箱收集款項。 

5.4 黃倫山老師報告上次會議提及讓學生帶備輕便食物在小息時食用，免得放

學後回到家中太遲才用午膳。學校已經很快向同學宣佈此措施，短短幾天，

看見同學帶備餅乾、蛋糕等輕食在小息時食用，不用排隊，同學反應很好。

預計復課後，若繼續上半天課，會繼續沿用此措施。 

5.5 潘嶈懿珊老師報告現有三個同學遞交「閲讀獎勵計劃」報告。故中四級的

班主任將於 1月 11日至 15日，而中一至中三及中五級的班主任將在 1月

25日開始再推介此計劃。鼓勵同學於農曆新年期間多閲讀書籍，並向家人

分享所讀。 

 

 

 



丙、討論及跟進事項 

1 校服回收 

1.1 將於一月尾出通告給中六同學通知第一次收集時間至 3月 1日最後一天上

課日。舊家長委員會幫忙做清潔消毒工作、盤點和分類。回收校服將待 7

月中一註冊日分派給同學。 

1.2 第二次回收校服時間是換夏季時，約五月初進行。 

1.3 這兩、三年回收情況很理想，中一家長和同學們反應也踴躍，這種安排很

好。 

 

2 其他 

2.1 何學良副校長報告關於考試周每級處理安排如下： 

中一及中二級   11-20/1/2021   總結性課業 

中三級         12-21/1/2021  考試 

中五級         11-22/1/2021  考試 

中四及中六級   25/1-9/2/2021  考試 

2.2 背後理念是不想拖到新年後有任何的考核，因爲農曆新年已經是 2月中下

旬，3月底又有統測，上學期的課業不宜再堆積至新年後。 

2.2.1 中一、中二沒有考試，原因是教育局要求學校每天只能考兩級，上午

一級，下午一級。另外，在考慮嚴謹和放鬆中拿取平衡，總結性課業

需要手寫和可以開卷（open book）。因此上、下學期成績比重改爲三

七分，其他級四六分。 

2.2.2 按優次排序，中三因爲要選科，對同學未來有很大影響，需要有一個

全面公平的考試。 

2.2.3 中六因爲快要考公開試，模擬考試（即畢業試）的卷數和時間與公開

試是一樣的，他們需要有這個經歷。 

2.2.3 因中五學生的考試只剩下兩次。而且不知道今年第二個考試有沒有機

會可以考，他們也需要有這個經歷。 

2.2.4 中四有新高中課程，也適宜有考試。 

 

丁、下次開會日期 

訂於 2020 年 3 月 5 日舉行，請各委員預留時間參加。 

 

文書：             主席：  

 

 

 

 

 

 

 

 

何李雅莉女士_________________   黃林文珊女士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