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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二零二二年七月八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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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趙陳瑞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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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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三屆家長教師會第四次會議記錄。 

 

乙、報告事項  

 

1. 學校最新消息  

1.1 迦密第 55 屆畢業禮於 6 月 24 日順利舉行，為當日的天氣感恩，並感謝

主席劉忠孝先生和各位委員出席及協助。 

1.2 本校中一至中五級學生的疫苗接種率已達 91.1%。經校董會和教育局同

意，本校可於 7 月 11 日起恢復全日面授課堂。雖然由 7 月 11 日開始，

學校將舉行期終試，學生不用上課，但是學校可以因此較靈活安排考試

的時間，及作出應變措施。 

1.3 至於未有接種兩針的同學，如果是因為對接種疫苗有擔心，校董會內三

位醫生表示樂意解答家長和同學的疑問。 

1.4 本校於上學年向教育局申請重漆新翼校園，申請已獲批，重漆新翼校園

藍圖亦已獲校董會通過，工程開展日期有待確定。 

1.5 中五級吳心悅同學及中三級莊沛穎同學分別獲選為 2021/2022 年度「九

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高中組傑出學生及初中組優異學生。 

1.6 中六級馮冠杰同學及曾志鵬同學獲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2021/22。 

1.7 中六級羅慧盈同學在過去數年積極參與校內外各類型的課外活動，經本

校課外活動組推薦，參加了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2021 香港課外活動

優秀學生表揚計劃，並獲選為中學組優秀學生之一。 

1.8 修讀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的中五級彭呈熹同學 (商業管理單元選修) 

及梁頌汶同學 (會計單元選修)獲香港會計師公會及香港商業教育學會

聯合獎學金。 

1.9 修讀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商業管理單元選修)的中六級何奇恩同學及

翟紫筠同學參加了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商業教育學會企會財模擬考試

2021/22，分別贏得全港第二名及全港第三名，並獲頒發獎學金。 



1.10 中五級趙秀潔、黎諾、胡琬芝及施可怡同學參加了香港會計師公會商業

個案比賽 2021/22，獲嘉許狀。 

1.11 中四級洪曼喬、何加恩、李嘉琳、麥佑嘉和余心怡同學參加了第 22 屆

Millennium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me (MEP)未來企業家計劃，獲優異獎。

同學透過設計思維模式去思考如何面對後疫情時代的社會需要，撰寫以

「後疫情時代：齊來創建更美好社會」為題的商業計劃，得到寶貴的經

驗。 

1.12 二十四名中一至中五級同學參加了由香港家庭福利會理財教育中心舉辦

的 2022年網上疫下學理財「理智醒」問答比賽。參賽同學需於網上閱讀

有關各種理財知識和技巧的資料，並回答 30道多項選擇題及開放式問題，

以最短時間完成及最高得分取勝。以下為得獎同學名單： 

1.13 十三位中五級同學參加了由香港教育局、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及香港科技

大學主辦的香港物理奧林匹克 2021 比賽。其中，李曉聰和蘇煒竣同學分

別獲得二等獎和三等獎。 

1.14 十六位中四及中五級同學參加了由香港善導會主辦的「模擬法庭比賽」，

是次比賽為一項全港性賽事，經領隊老師和大會導師的悉心指導，以及

在同學們認真和用心的準備下，在第二回合的比賽裡，中四級李嘉琳同

學奪得「最佳證人」獎項，表現備受肯定。 

1.15 中三級陳楓霖 、邱志謙、呂智滔、余昊霖、李宛津、梁曉恩、吳卓垚、

陳錦欣和林貝俞 9 位同學分成兩小隊，參加由「香港小童群益會」舉辦

的「感創敢為 2.0 — 青年社會創新服務獎」。 他們在 2021 年 12 月 18 日

及 19 日分別出席了劏房體驗工作坊，以及聾人工作坊。之後，他們需要

設計針對適合劏房戶及聾人需要的方案，進行首輪比賽。其中，陳楓霖 、

邱志謙、呂智滔、余昊霖同學在首輪比賽中榮獲優異獎，他們的設計對象

為劏房戶，方案名稱是「活在劏下」。 

1.16 中二級黃睿、林子然、許恩諾、侯銘恩和梁舜華 5 位同學分成兩隊參加

了海洋公園 STEAM 學生大賽 2022，比賽主題為「間諜奇兵 － 仿動物

機械人」，參賽學生須設計及製作仿動物的機械人模型、配置收集環境資

料的裝置及構思安全網絡傳送資料的方法。 

五位同學於 2 月 23 日及 3 月 8 日分別參與了網上比賽簡介會及專家講

座，並於 3 月 27 日遞交項目計劃書。其中侯銘恩及梁舜華同學於 40 間

參賽學校中突圍而出，進入決賽。兩位學生於 5 月 21 日參加學生工作坊

後，將於 7 月 9 日參與決賽匯報及頒獎典禮。 

 

 

 

 

二等獎 中四級：洪曼喬  

三等獎 中五級：彭呈熹、周世華 

四等獎 中二級：李文睿 

中五級：梁頌汶 

五等獎 中三級：嚴梓朗 

中四級：李佩雅、葉睿陶、何嘉玲、余芷瑩、吳靜欣、湯淑欣 

中五級：岑靖蕎 



2. 財政狀況 

黃陳美娟老師報告:  

截至 2022 年 7 月 8 日，戶口及現金結存如下： 

儲蓄户口：$12,175.21 

支票户口：$39,041.47 

現 金 :   $3,924.97 

財政結存：$55,141.65 

 

3. 家長也敬師活動 (21/6/2022) 

老師委員們紛紛多謝各家長委員們在家長也敬師活動中所付出的。當天一切都

很順利。 

 

4. 「閲讀樂繽紛」親子獎勵計劃： 

潘嶈懿珊老師報告親子獎勵計劃得獎名單剛出，包括 3C 麥子晉、1C 石濬嘉和

2B 侯銘恩，將於下學年家教會會員大會頒獎。同學們都非常用心做讀書報告。 

 

5. 家長記事簿 

趙陳瑞萍老師報告已經收到第三間公司的家長手冊報價。最低價的公司仍是

Between Concept。按上次會議決定收取家長費用為每本16元。 

 

6. 「未雨綢繆─迎接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日」家長簡介會 (11/7/2022) 

潘嶈懿珊老師報告 7 月 11 日下午是中六同學回校為 DSE 放榜做預備的日子。

屆時老師會了解同學在「有條件取錄」的情況，提醒他們做好最好及最壞打算。

除此之外，社工 Candy 也有打氣分享。晚上李玉怡老師會向中六家長們簡介，

並將拍片放上 PTA 網。 

 

7.  家長小組(二)(17/6/2022) 

吳李翠珍老師報告6月17日家長小組有39人出席，出席率達68%。雖然報名人數

比第一次少，但是出席率就比第一次高。家長們很投入分享。 

 

有參與的委員提出家長們很容易就把話題帶到同學打機的問題上，少了討論當

晚的主題，似乎他們更關注打機的問題。有老師委員回應，同學們到了高年級

時，因爲讀書的壓力，自己會放棄打機，騰出時間讀書。 

 

另外，有委員認爲在香港不少家庭可以同時提供手機、電腦、IPAD等學習裝置。

家長有需要學習數碼世代裝置的問題，並提議請家福會此類機構來分享如何設

定這些裝置和限制同學用手機的時間。趙陳瑞萍老師回應之前曾經請屈偉豪主

講關於打機問題，可惜因疫情取消了講座，可再了解相關安排。 

 

趙陳瑞萍老師提出家長義工在講座中帶分組能與家長們互動，避免由講員硬塞

内容。過往一直有幫忙帶組的家長，其子女相繼畢業，未能再幫手，下次可以

考慮邀請活躍參與的家長幫忙。 

 

 



8. 家長講座（二）（15/7/2022） 

吳李翠珍老師報告下周五將舉行此講座，但至今仍然不夠50%的家長回覆通告，

需要大家在群組裏提醒家長們回覆。 
 

9. 急救訓練課程（5/8，8-10/8/2022） 

顧許祈雯老師報告8月有兩個課程，分別是基本急救課程和心肺復蘇課程。現課

程二已滿額，課程一每班16人，還有名額。請大家踴躍報名或推介其他家長報

名。 

 

10. 結業禮 (12/8/2022) 

8月初班主任會提名家教會獎學金得獎同學，於結業禮頒獎。 

 

11. 其他 

11.1 學校提名了鍾周美寶女士、何李雅莉女士和張偉雄先生獲得第二十届九

龍城區學校優秀家長。 

11.2 小食部問題：主席劉先生和負責老師仍有定期巡查小食部。現時小食部

表現使人滿意，值得續約。 

11.3 下年度書單問題： 

11.3.1 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明年會全面採用網上訂書安排，

而今年仍可以同時有實體及網上訂書服務。另外，吳李翠珍

老師報告已經把委員們對派書出亂子的情況向書商轉達。 

11.3.2 今年八月中才放暑假，若散學日才派書單會影響同學備課。

由於期終試完畢後學校需時安排編班和留班，而中三同學也

需時選科，提早派書單的話，同學們未能知悉是否可以訂購

升班書籍，故此紙版書單派發日子待定。至於中一同學可在

註冊日收到紙版書單，而書單也可同步放上網。 

11.3.3 由於今年暑期很短，除了中一同學外，全部同學也不會安排

暑期作業。 

11.4 體育服品質問題：黃陳美娟老師會收集各方意見和不同校服供應商資料

跟進。 

 

丙、 討論及跟進事項 

 

1. 中一新生註冊日宣傳（28/7/2022） 

顧許祈雯老師邀約多些家長義工在28/7及29/7回校宣傳家教會，時間為早上

8:30至下午4:00。回來半天或一天均可。 

 

2. 家長義工重聚（28/7/2022） 

吳李翠珍老師邀請委員們28/7中午參加義工重聚日。同去年一樣，半小時聚會

在禮堂舉行。學校有小心意送給家長義工們鳴謝過往一年的支持，一起拍照之

後再各自外出用膳。 

 

3. 新生家長迎新日（25/8/2022） 

當日主席會以約 5分鐘介紹會務。 



4. 來年活動 

4.1 參看議程中附件。 

4.2 關於第 7 點，有委員提議邀請連續三年取得此計劃第一名的同學與家人

錄片分享此計劃的閱讀心得及對親子關係的影響，並在中一分享會播放

和放在 PTA 網站分享園地。 

 

5. 其他 

5.1 六月畢業禮中有迦密榮譽校友回校分享，非常正面。有委員提議學校若

已把分享拍成片段，可讓中一同學觀看，激勵同學努力裝備自己。 

 

5.2 有委員提議學校既然已經使用 Growth系統何不也用電子支付系統，目的

可以減少老師的行政工作和減少攜帶現金回校失竊的機會。有見近年政

府推行消費券，大家已經開始習慣用電子付款，加上支付系統每個交易

的行政費用已經減至 1.5%，有利使用電子支付系統。 

 

何學良副校長回應以前商討過此問題。惟當時因爲要收家長每個交易的

行政費用 2.5%，擔心經濟有困難的家庭不能負擔，所以擱置了。趙陳瑞

萍老師亦回應有些系統家長出 1.5%，同時學校也需要付 1.5%。 

 

校長指出現階段學校開始觀察市面上各種收費系統，探索使用何種電子

支付系統和徵收特別用途收費的可行性，更需要考慮家長們的看法。 

 

5.3 何學良副校長報告今年學校有三次教師發展日。第一天的内容有關於學

校重點關注的項目，同事以上一個三年計劃作爲學習評估，分享如何吸

收知識和幫同事填補不足的地方。第二天的早上有一靈修、默想和聼道

的聚會，然後由心理學家分享如何辨識有自殺傾向的學生、訓導案例及

與家長溝通技巧等等。第三天的内容是有關 3~4 科的課堂研究。經校長

和副校長觀課及提出專業發展後，會邀請同事分享教學點子。總而言之，

三天是同事叉電及重新得力的日子。 

 

5.4 若 11/7-22/7 期終試間要停課或者個別同學患了新冠病毒，學校將用調分

方法處理。 

 

丁、下次開會日期  

下次開會日期為 2022 年 9 月 2 日。 

 

 

文書：             主席： 

 

 

 

 

 

何李雅莉女士_________________   劉忠孝先生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