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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水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 

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一七年度執委會 

第二次會議紀錄 

 
日  期: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一) 

時  間: 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  點: 北區運動場會議室 

主  席: 王英先生 

出席者: 校方委員: 鄭邵錦嫦校長   郭健光副校長   余尹靄敏副校長 

  陳慧玲老師     區耀強老師     陳麗珠老師     李端儀老師 

 家長委員: 李嘉雯女士     鄭仙梅女士     張炳林先生 

甄廷石先生     嚴英女士       謝艷紅女士    

陳琳琳女士     江健女士       李琴女士       賴乙星先生         

缺席者: 家長委員: 余鈴娜女士     陳志強先生 

 
 

1. 

會議內容：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2. 校務簡報 

 

鄭校長作校務簡報如下: 

 

2.1 畢業暨頒獎典禮已於 12 月 2 日舉行，校方感謝家長及校友的蒞臨，並讚揚各工作人員的

努力，也感謝家長教師會提供獎學金。 

 

2.2 學校設施改善工程: 

 

2.2.1 上學年暑假一至三樓班房巳更換了電燈及添置新儲存櫃，四至六樓的有關工程將於稍後

展開。 

2.2.2 校務處將於 2017 年 5 月開始裝修，期望在暑假前能完成工程。臨時辦公室會在中六學生

離開後，移至二樓中六的班房。 

2.2.3 地下的女職員洗手間會劃出一部分面積改建為醫療室。 

2.2.4 操場會加設科學、科技及數學(Stem-Education)教學資源室用作發展有關學習領域。 

2.3 E-class Parent APP 

2.3.1 本校今年獲教育局撥款 25 萬元加強學校管理津貼，其中新增了家長 E-class Parent 

 APP，用作與家長溝通。例如在 2016 年 10 月 19 日放學時間突然由紅雨改為黑雨，及

10 月 21 日懸掛颱風，學校可即時透過 APP 通知家長最新情況安排，非常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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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郭健光副校長指出透過電子通告能減省老師追收通告的煩惱，整體反應不錯，打算長期

推行。 

2.3.3 家長委員李嘉雯女士反映 APP不能接收最新消息，郭副校長回應會儘快跟進。 

2.3.4 鄭校長表示往後會發展電子點名代替紙筆點名，以讓家長即時了解學生出勤及遲到記

錄，但現階段需讓家長先熟悉 APP 運作，及解決有關技術問題。 

 

2.4 紅外線自動體溫探測機 

 

 十月新近購買了一部紅外線體温探測機，能於同一時間探測多位學生的體温，減省職工

每日量度體温的人手，提升效率。 

 

2.5 境外學習遊活動 

 

2.5.1 本校參與第十五屆官立中學聯校「新加坡學生回訪」活動。八月本校有四位學生前往新

加坡交流。有四位新加坡的學生亦將於 2016 年 11 月 7 日到本校上課三天。參加交流的

同學表示多了機會講英語，及能體驗不同的文化實屬難得的經驗。 

2.5.2 余副校長報告境外學習活動組於多元化學習日期間舉辦兩團境外學習活動以鼓勵學生 

走出校園，擴闊視野。中三級學生於2017年1月19至21日參加陽江開平文化之旅，讓學生

認識了解當地歷史和文物古蹟保育。由區耀強老師負責統籌交流計劃，中三級的班主任

會隨團出發。費用獲教育局資助，每位318元。如同學有經濟困難，可再申請其他津貼，

目前有66人報名參加。由於該段時間為試後活動，不參加遊學活動的同學要回校自習。 

 

2.5.3 

境外學習活動組亦於 2017 年 1 月 19日至 1 月 22 日為中四及中五級學生舉辦了台灣文化

考察之旅，是次計劃的學習重點為幫助學生瞭解台灣的發展歷史、自然生態、人文及社

會現況及增加他們對於前往台灣升學的認知。李佩嫦老師和陳麗珠老師會隨團出發。  

 

2.6 學與教 

 

2.6.1

2.6.2 

中一及中二級的自主學習課於逢星期一和三的第十堂舉行，由老師輪流看管。目的是培

養學生自主學習及自我管理，如整理筆記、課堂反思或其他學習能力的訓練。老師表示

學生反應不錯，投入學習課，態度認真，將會持續推行。 

 

中一、中二、中五及中六級的課後加強班分別於星期三及星期五的課後(4:00pm-5:30pm)

舉行，校方邀請校外導師為成績中游、處於合格邊緣的學生舉行學業加強班，以提升學

習成效。 

 

2.7 人事調動 

 

 數學科科主任劉松基老師已於十一月中退休，刁潔貞老師將署任科主任之職。郭健光副

校長 2017 年 2 月榮休，將由陳海雲老師暫代副校長一職。 

  

 3.   冬日送暖活動 

 

 陳慧玲老師簡報本年度冬日送暖活動的安排，並呼籲家長參與是次活動。詳情如下： 

 探訪日期： 2017 年 1 月 18日 (星期三) 

 時    間： 下午 4:00-5:30 

 地    點： 上水彩園邨彩麗樓 

 服務對象： 獨居長者 



- 3 - 

 物    資： 日常用品 (如：毛巾、餅乾、廁紙、麥片) 

 探訪以分組型式進行，每組有四至六位學生及一位成人(家長或老師)，探訪共 100戶長者

並會派發禮物給長者，現已預備禮物於當日派發。 

  

4. 親子溝通工作坊及燒烤晚會 

 

 親子溝通工作坊及燒烤晚會將於 2 月 11 日（星期六）下午四點舉行。工作坊由大埔浸信

會社會服務處社工主持，工作坊於本校 524 室舉行，以多元化的親子體驗活動為主，讓 

家長學習與子女正面溝通的技巧。對象為中一、中二學生及家長，名額為最少 10對、 

最多 20對親子參加。當天晚上六至八點於學校操場舉行燒烤晚會，名額最多 50 人， 

每位收費 50 元，先到先得，額滿即止。同時參加工作坊及燒烤的家長及子女可獲優先取

錄。通告將於 1 月 3 日發出。 

  

5. 親子旅行 

 

5.1 為了增進親子感情及家長的聯繫，議決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份舉行親子旅行。 

5.2 旅行日期首選為 2017 年 3 月 5 日(星期日)，次選為 2017 年 3 月 12 日(星期日)。 

5.3 家長委員就旅行行程進行投票，結果如下: 

西貢地質公園: 5票； 迪欣湖公園及 4D奇幻館:2票；錦田古蹟徑:3票； 

屏山文物徑: 8票 

5.4 雖然發達行提供相似行程，費用較便宜，只需每人$145，但午膳菜式較油麻地旅遊遜色。 

經商議後，議決選定行程為參觀屏山文物徑、屏山鄧族文物館、流浮山后海灣、天水圍

綠田園，享用鮑魚海鮮餐，由油麻地旅遊承辦，每人團費$158。經議決後，每位參加者

費用為$50，其餘團費由家長教師會津貼$7960 及教育局津貼$5000(以兩車計)。另家長教

師會撥出$500 元作旅行抽獎之用。通告安排於 2017 年 2 月 7 日派發，名額為 120 人，報

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6. 其他事項  

 

 試食飯盒已於 11 月 25 日舉行。有參加的家長委員關注冬天天冷時飯盒的温度，李端儀

老師表示小食部會用膠袋盛暖水將飯菜保溫，確保温度適中。 

  

7. 下次會議 

 
    日期: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四時正 

 

 

8. 

   地點:  128室 

 

散會時間: 上午十時三十分 

  

   

                                          主席：___________________  

  

        

                                                      文書：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