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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六年度執委會第一次會議紀錄 

日  期: 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三) 

時  間: 下午三時十五分 

地  點: 524 室 

主  席: 余鈴娜女士 

出席者: 校方委員: 李慧冰校長     余尹靄敏副校長 

  陳慧玲老師     林靜琪老師     區耀強老師    

 家長委員: 余鈴娜女士     陳志強先生     李嘉雯女士     陳琳琳女士 

梁錦泰先生     張炳林先生     甄廷石先生     王英先生 

勞子茹女士      

缺席者: 家長委員: 陳文娟女士     古德輝先生     鄭仙梅女士 

袁雅君女士     林元慶先生      

 校方委員 郭健光副校長   陳麗珠老師 

 

會議內容： 

1.1.1.1.    執委會委員職位分配執委會委員職位分配執委會委員職位分配執委會委員職位分配    

 根據會員大會投票結果，余鈴娜女士出任主席一職。經各委員討論後，推選袁雅君女士及陳

志強先生出任副主席，鄭仙梅女士出任司庫，以及梁錦泰先生出任文書。 

  

2.2.2.2.    銀行戶口授權人簽署事宜銀行戶口授權人簽署事宜銀行戶口授權人簽署事宜銀行戶口授權人簽署事宜     (戶口號碼：004-561-064247-001)    

 議決授權主席余鈴娜女士、副主席陳志強先生，司庫鄭仙梅女士簽發本會支票。 

   主席 余鈴娜女士 YU LING NA YUKI   

 副主席 陳志強先生 CHAN CHI KEUNG  

 司  庫 鄭仙梅女士 CHENG SIN MUI  

 本會所有支票均須主席余鈴娜女士、 副主席陳志強先生、司庫鄭仙梅女士其中兩位簽署方

能生效。有關銀行戶口轉換授權人手續，將於日內辦理。 

3.3.3.3.    活動計劃活動計劃活動計劃活動計劃    

3.1 余主席報告本年度活動，並在會上派發本年度活動之初稿，經討論後，委員一致通過有關內

容，詳情見附錄一。 

3.2 余副校長表示學校於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時舉辦二十五週年校慶暨畢業及頒獎典禮，並邀

請呂麗紅校長擔任主禮嘉賓。余副校長誠邀家長幹事出席慶典。 

3.3 余副校長表示明年舉辦二十五週年校慶聚餐，詳情可稍後再商議。 

3.4 陳慧玲老師就十一月份家長教育工作坊的主題詢問家長幹事意見。 余主席表示主題可圍繞

家長對子女的管教。家長幹事李嘉雯女士表示贊同，認為中一學生剛上中學會不適應學校，

講座切合初中學生家長的需要，其他幹事亦對此主題表示贊同。陳慧玲老師指可邀請上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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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工作分享。詳情可再商議。 

4.4.4.4.    家長教師會高等院校進修獎學金家長教師會高等院校進修獎學金家長教師會高等院校進修獎學金家長教師會高等院校進修獎學金    

4.1 陳慧玲老師報告今年有十三位學生於文憑考試中考獲十五分或以上（以四科核心科目及格及

兩科選修科計算）及繼續升讀本港專上院校或內地大學，其中一人更入讀本地大學資助學位。 

4.2 經商議後，全體家長幹事認為由於今年度家長教師會的儲備不多，一致同意全部合資格者均

可得到港幣三百元獎學金以示鼓勵。 

  

5.5.5.5.    財政預算財政預算財政預算財政預算    

5.1 李校長表示以往家長教師會撥款贊助學校課外活動經費，而鍳於今年度家長教師會財政儲備

不多，而學校本身的課外活動預算已足夠應付課外活動的開支，因此建議往年課外活動贊助

轉為家長教師會的特備金。如同學有特殊的經濟困難，可向本會申請，個案經批核後，希望

能幫助同學渡過難關。李校長認為特備金能有效以家長教師會名義直接幫助同學，讓同學學

會感恩並希望把互助互愛的精神傳承下去。特備金預算增加至港幣一萬元。 

5.2 陳慧玲老師感謝梁錦泰先生繼續全費贊助出版本年度的家長教師會會訊。由於梁先生承擔出

版會訊的費用，令家長教師會可更有效使用本會經費，使各同學及家長受惠。 

5.3 各委員通過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有關撥款詳情，詳見附錄二。 

  

6666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6.1 飲水器事宜 

6.1.1 近日發生的鉛水事件令家長擔心。家長教師會曾為學校添置兩部飲水器，該飲水器現已安裝

隔鉛濾芯。 

6.1.2 李校長指出在二零零五年後落成的學校，政府會安排驗水。而本校於一九九一年落成，所以

基本上安全，加上曾詢問教育局，表示本校食水含鉛風險不高，所以並不急切需要驗水。操

場固有的飲水機也已加裝隔鉛濾芯。另外，家政室雖於二零零五年曾經裝修，更換水管，但

因截止現在均無上過烹飪課，而且有樽裝水作後備，所以不用擔心。學校亦會為家政室所有

水喉加裝隔鉛濾芯。 

6.1.3 梁錦泰先生非常關心學生健康問題，並擔心家長教師會會否因贈送有問題的飲水機給學校而

需要負上刑事責任。提議贈送飲水機後家長教師會可以免責。 

6.1.4 校長再次強調飲水機巳加裝了隔鉛濾芯，家長可以放心。另外學校會對校內所有的飲水機負

責。 

  

6.2 家長教師會的財政狀況 

6.2.1 本年度家長教師會會費為六十元，學期初已向每位同學收取，但每一個家庭只需付六十元，

因此在稍後時間會向有兄弟姐妹的家庭退回多收的款項，共港幣 1740元。詳情見附錄二。 

6.2.2 家長幹事關注本會的的財政狀況。李校長以觀塘官立中學為例，該校的家教會已註冊為一間

有限公司，而該校家長教師會所舉辦的各類學習班（中樂班、西樂班、中一至中三英文補習

班等）均有可觀的收入，令財政有充足盈餘。 

6.2.3 王英先生建議本會應探討其可行性。李校長指出各類學習班都是學生預先繳交費用，家長教

師會再作資助，有盈餘後再開免費的補習班回饋到學生身上。本校大部份學生家境清貧，實

行起來不容易，但有探討空間。各幹事均表贊同。 

6.3 陳志強先生關心官校校長經常更替，政策能否穩定地實行。校長回應這種情況在官立學校是

常有的，但因為已設立學校管理委員會，校政是集體決定的，所以政策方向不會受校長的更

替而過於浮動。 

6.4 校長指出今年九月中曾召開科主任會議，預測中六生於 2016年文憑試的成績。由於本校有

不少新來港、跨境等學童，當中不少中六生害怕英文，因而必須提升他們的英文水平，以取

得 3322 的最低的大學入學要求。因此現階段聘請英文老師到校為中六學生補課，以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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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他們的應試技巧。 

6.5 陳志強先生建議應在中五年級開始試行。校長回應上學期先在中六級試行，下學期才在中五

級開始實行。希望補習班有拔尖保底的作用，令有機會入讀大學的同學增加自信心。陳慧玲

老師補充現在中五生的暑假都需要回校補課，惟學生學業基礎不穩，因此成效難見。 

6.6 王英先生建議應在初中年級便開始補習班。但陳慧玲老師指出學生普遍升上高中時到才會有

動機關注學業成績，初中開始略嫌太快。余副校長亦補充由於每位同學氣質不同，應因材施

教。全面生涯規劃已由中一開始，要學生先要認識自己，建立信心。 

6.7 梁錦泰先生認為北區有不少學校需要支援，政府應該給予多點資源。 

 校長解釋政府會對錄取新來港、融合生、跨境生較多的學校提供撥款，對學校亦會有支援；

而學校會有效地運用撥款，造福學生。 

  

7777    下次會議下次會議下次會議下次會議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日期：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九時半 

地點: 北區運動場會議室 

 

8888    散會時間散會時間散會時間散會時間：：：：    

下午四時三十五分 

  

 主席：___________________ 

  

  

 文書：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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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本年度活動如下： 

 

活動 擬舉辦日期 

1.  家長教育工作坊 十一月份 

2.  午膳監察 十二月份 

3.  陸運會親子接力賽 十二月十八日 

4.  送暖行動 一月份 

5.  家長教師會旅行 三月份 

6.  親子烹飪班 四月份 

7.  出版會訊 五月份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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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 

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五年度財政報告 

（9/2014-8/2015） 

    

 

甲甲甲甲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1 承上結餘   $11,097.22 

 2 會費   $31,620.00 

  3 教育局津貼(用於親子旅行、家長教育及印製會訊) $15,129.00 

 總收入總收入總收入總收入       $57,846.22 

      

      

乙乙乙乙    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1 親子旅行   $8,000.00 

 2 高等教育進修獎學金   $4,500.00 

 3 操行獎及服務獎   $4,500.00 

 4 家長教育工作坊   $3,000.00 

 5 社區服務   $3,500.00 

 6 特備金   $10,000.00 

 7 電話費   $2,000.00 

 8 紀念座   $1,500.00 

 9 操場飲水器保養費   $1,500.00 

 10 贊助舉行水果日活動   $2,100.00 

 11 贊助融合生生日會   $1,000.00 

 12 家長會費退款   $1,740.00 

 13 家長迎新   $500.00 

 14 雜項   $1,800.00 

 總支出總支出總支出總支出       $45,640.00 

      

丙丙丙丙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12,206.22 

附錄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