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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水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五年度執委會第五次會議紀錄 

 

日  期: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星期五) 

時  間: 下午四時正 

地  點: 128 室 

主  席: 袁雅君女士 

出席者: 校方委員: 郭建華校長    郭健光副校長    余尹靄敏副校長       

  陳慧玲老師    林靜琪老師      陳麗珠老師 

 家長委員: 林元慶先生    余鈴娜女士 

張炳林先生    張望紅女士    王英先生 

         

缺席者: 家長委員: 熊偉先生      陳少明先生    祁家琼女士    張春梅女士    張望紅女士 

陳志強先生    鄭仙梅女士    勞子茹女士    梁錦泰先生    劉德禧先生 

 

 

 
會議內容： 

1.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2. 校務簡報 

郭校長作校務簡報如下: 

 2.1 有關學校活動: 

  2.1.1 為增加同學對校園的認識及學習英語的興趣，英文科於 5 月 8 日為中一至中三級共九班

同學舉辦校園遊踪活動。當天英文科老師以校園設施為背景資料，設置有趣的英語攤

位遊戲，讓學生於輕鬆的環境下以英語交談、學習，增加接觸英語的機會，活動深受

學生歡迎。 

2.1.2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已於 5 月 11 日舉行了義賣籌款日，為尼泊爾災民籌款。活動除了可

以幫助受影響的災民，亦培養學生感恩及樂於助人的正確態度。 

2.1.3 學校於 5 月 19 日舉行了環保時裝展，鼓勵學生運用舊衣物或廢物循環再用，設計衣物

服飾。當天由初中學生在德育課中擔任模特兒，展示別具特色的衣物服飾，並由設計

同學與家長分享創作理念，共同營造減廢、再用及發揮無限創意的學習平台。 

2.1.4 圖書館與中文科合辦「與作家會面」活動，於 5 月 20日邀請陳葒校長與學生分享「應 

     試作文的取分之道」，學生獲益良多。 

2.1.5 為提升校園的文化氣息，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不同的讀物，本校於 5 月 20日及 5 月 

     21 日邀請商務印書館到校舉行第二次書展，同學反應熱烈。 

2.1.6 環保及性教育組於 5 月 20日舉行了「班際開心水果籃比賽」，學生須以回收及環保物

料製作果籃，並將佈置及製作果籃的過程攝錄下來，及加上文字的描述。校長感謝家

長教師會的贊助，並相信是次活動能讓同學既能建立良好飲食習慣又可發揮創意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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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協作。 

2.1.7 本校獲激參與北區學校發展組籌辦的「跨校閱讀大使計劃」，前往上水東莞學校與該校

學生分享閱讀心得和書中知識。 

2.1.8 學校將於 7月 2 日（星期四）下午三時正於學校禮堂播放 <<五個小孩的校長>>。 

     郭校長和袁主席均認為是次活動是一次教育學生難得的機會，並誠邀各家長出席。 

 

3. 有關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度執委會幹事選舉 

家長教師會執委會家長委員任期為兩年一屆。本屆任期已滿，需安排改選事宜。袁主席呼籲 

家長參選，促進家校合作。 

  

4. 有關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選舉 

陳志強先生已擔任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兩年，根據有關規例，任期已滿。袁主席呼籲家長委

員考慮參選或推薦合適家長競選下屆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 

 

5. 「中一家長迎新日」 

 「中一家長迎新日」將於 7月 14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於 524室舉行，袁主席邀請委員於早上十時

十五分到達。袁主席表示是次活動是一個平台讓家長委員能夠向中一家長分享在執委會的工作，

並藉此鼓勵新生家長加入幹事委員會。 

  

6. 全年會務檢討（附錄一） 

 6.1  執委會總結了本年度的會務概況，並就各項活動作出檢討 (詳見附錄一)。 

6.2  袁主席感謝家長們推動及積極參與家教會活動，使有關活動能順利完成，並希望家長下學年 

    能夠繼續支持和參與。 

 

7. 其他事項 

 7.1 郭校長建議家長教師會可以考慮舉辦一些活動以慶祝學校創校 25週年。袁主席表示可考慮舉 

   辦與舊生燒烤。 

7.2 為答謝家長委員在本會的貢獻，凡家長委員服務超逾一屆及其子弟於該年度中學畢業者，本 

會將頒贈水晶座以作紀念。家長委員一致贊成致送紀念座予服務本會六年的副主席劉德禧先

生。 

7.3 近日網上流傳疑似有本校學生參與走私水貨活動，校長對這次事件表示震驚和心痛。郭副校 

   長和訓導主任在開學初期不時都會在火車站上巡視，一直都沒有發現疑似事件。今次事件後， 

   校方已即時開會並作出調查，最後發現只有一位同學涉案，而其他同學只是在旁圍觀，並非 

   如網上流傳的說法。此外，學校在早會上，一再向學生強調事情的嚴重性及教導學生明白參 

   與水貨活動乃不當行為。如有發現學生參與水貨活動，本校會嚴懲處理。此外，袁主席建議 

   校方在中一家長迎新日，提醒新生家長關注不法分子利用學生帶水貨過境問題。 

7.4 早前學校容許中一至中三級學生有數天外出午膳，郭校長認為學生普遍表現良好，值得讚賞。 

   可考慮下學年繼續是項安排以獎勵學生。 

7.5 為提升講座質素，郭校長決定將班主任課改為星期一進行以增加講座的時間；而星期五將實 

施單雙週制，每逢雙週會舉辦不同類型的學術或社際比賽讓同學參與，增加同學對學校的歸

屬感。 

 7.6 余鈴娜女士和張炳林先生分別表示留意到有學生放學後在保榮路體育館和午膳時間在清河村 

   後樓梯留連。郭校長和余副校長表示校方一直都採取相應措施加強巡視並呼籲家長配合校方，   

適當地教育學生放學後勿在街外流連，避免受不良份子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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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散會時間：下午四時五十五分 

   

  

  

   

                                          主席：___________________  

  

        

                                                      文書：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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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水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上水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上水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上水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至二零一至二零一至二零一至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度會務概況年度會務概況年度會務概況年度會務概況及活動檢討及活動檢討及活動檢討及活動檢討 

 

本會向以實踐本會宗旨為要，致力聯繫家長間的感情、家長與教師間的感情；加強學校與

家庭間的聯繫、合作；支援學校，共同推展教育及提高學生福利。以下為本年度本會之會務概

況及活動檢討： 

 

 

 甲 會務概況 

 一 聯繫家長間的感情及家長與教師間的感情 

 1. 為促進家長之間的聯繫，本會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邀請家長參加由普光

明寺舉辦的佛寺齋宴。是次齋宴共有三十七位家長參加。參加者認為此項活動能

增加對家長教師會委員的認識，期望本會在新一年能繼續舉辦受家長支持的活

動，加強彼此的溝通。 

 2. 本會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五日舉行親子旅行，暢遊昂坪、寶蓮寺、大澳漁村，並

於大澳漁村享用漁村風味宴。活動大受歡迎，參與人數達一百二十人。參加者表

示這次旅行行程豐富，還可以讓他們與家人共聚天倫，遊覽水鄉風貎，舒展襟懷，

享受一個難忘的星期天。 

 

 二 加強學校與家庭的聯繫、合作 

  1. 本會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舉行會員大會，除作會務及財政報告外，亦

進行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選舉。會後，更設家長教師座談會，讓家長與

班主任會面，了解子女開課後的情況。對此安排，家長表示歡迎，認為能有

效地加強家長與學校的聯繫和溝通。 

  2. 本會本年度除繼續由陳志強先生出任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成員外，更以全校

家長，一人一票形式，選出袁雅君女士為另一家長成員，與校方共同討論及

制訂校政。此外，買賣業務監督委員會則由袁雅君女士及余鈴娜女士為家長

代表，與校方共同討論有關教科書、校簿、校服等問題。 

  3. 本會定期召開執委會會議，商討會務及向校方反映家長意見。又把會議紀錄

上載在網頁上，以便家長、教師及學生知悉會議詳情。而任何人士對本會有

意見，均可電郵主席，作進一步溝通。 

  4. 本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日舉辦午膳監察活動，對「維他天地」提供之飯

盒就款式、味道、温度、份量及衛生進行監察，目的是確保飯盒供應商能提

供有營養和美味的飯盒給予留校午膳的同學。  

  5. 本會積極參與校內各項活動，如組成接力隊參加陸運會師生接力賽，出席畢

業暨頒獎典禮、贊助學校舉辦班際「開心水果籃」比賽等。 

  6. 本會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出版第二十期會訊，以加強學校與家庭的信息傳遞。 

 三 支援學校，共同推展教育及提高學生福利 

資助項目 金額 

1. 高等教育進修獎學金、服務獎及操行

獎 

$ 5223 

2. 課外活動 $ 15,000 

3. 班際「開心水果籃」比賽  $ 1836.8 

4. 融合生生日會 $ 951.4 

5. 飲水器保養 $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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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家長教育 

  1. 家長教育工作坊 

   本會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舉辦了「親子溝通有妙法」家長工作坊。

是次工作坊邀得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資深社工黃秀萍姑娘主持，共有十五名

家長參加。參加者均表示主持工作坊的黃姑娘講解清晰生動，藉著與講者及

其他家長交流、討論，更能掌握與子女溝通的竅門。 

 

  2.  親子糕點製作班 

   本會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六日，與融合教育組合辦了「齊做糯米糍樂融融」

的親子興趣班，合共七名家長及三十名學生參加。透過活動讓不同能力學生

和家長建立融洽關係，是次烹飪班邀得烹飪能手高戚麗珠女士教授。 

    

 五 義工活動 

  本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六日，聯同學生會主席及幹事，再加上五十位同學探訪

上水彩園村共一百戶長者並派發禮物。是次活動由家長教師會委員帶領，探訪以

分組形式進行。家長及學生會派發禮物包，內有日常用品，如餅乾、營養飲品、

毛巾等。活動讓家長及學生充份體會到關心社群，互助互愛的精神。 

 

乙 活動檢討 

 1. 活動形式及內容 

  本會本年度的活動，一如既往，豐富多姿，形式多元化，設有親子旅行、興趣班、

義工服務及出版會訊等。 

 2. 活動參與人數 

  本會本年度各項活動的參與人數理想，其中以親子旅行反應最為熱烈。 

 3. 活動成效 

  本會本年度各項活動俱能達至預期效果，成績理想。不少家長均表示透過參加本會

的各項活動，令他們提升自我，在親子管教方面獲得不少啓示和技巧；同時亦令他

們擴闊人際網絡，促進彼此認識。 

  總括而言，本年度各項會務推展順利，成效顯著。這實有賴各委員的努力及家長、

教師的支持。來年本會會繼續努力，精益求精，務使家校有更緊密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