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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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會議紀錄 

 
日  期: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時  間: 下午四時正 

地  點: 學校 128 室 

主  席: 余鈴娜女士 

出席者: 校方委員: 鄭邵錦嫦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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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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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海雲副校長   陳志強先生     鄭仙梅女士     張炳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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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長學員計劃已於 12 月 17 日星期六舉行啟動禮及燒烤活動，活動共有 13 名學長及 22

名學員參加。目標是為了透過學長分享經驗，讓學員建立人生目標，促進彼此交流。上

學期至今，有學長曾帶領學員參觀其工作場地，增進學員對職場世界的認識。下學期將

於五月份再舉辦聚會，以增加彼此的了解。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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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利 

用課堂時間整理筆記，完成功課，閱讀溫習，使用記錄冊反思自省。學生問卷調查發現 

三成至四成的同學能使用記錄冊作反思。老師表示同學大多能善用時間做功課，整體反 

應不錯，希望來年繼續推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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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4:00-5:30)

舉行，校方自行招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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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生問卷調查中得知，各級過半數同學認為加強班能幫他們了解學科內

容及鞏固知識。中五同學反應尤為正面。下學期將會繼續舉行共 7 次加強班，期望能提

升學生學業成績。上學期結束後會檢討學生成績情況，下學期會評估同學是否有需要繼

續參加加強班，因此下學期加強班的入選名單會有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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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學生情意和社交表現指標及持分者問卷調查 

從持份者問卷調查結果反映家長、學生及老師對學校的整體評分與上學年相比沒有明顯

的差別，反映持分者對學校在管理、學與教、成長支援及家校合作等項目的意見中肯正

面，認為本校的發展方向正確。 

 

2.4.2 學生情意和社交表現問卷是由電腦隨機抽取不同級別的同學進行調查。本學年由中一至

中六級共有 523 名學生，其中 13%學生被隨機揀選完成問卷，包括中一至中三（初中）

33 人；中四至中六（高中）35 人。完成的評估項目包括「自我概念」、「動力」、「學習動

力」、「獨立學習能力」、「對學校態度」及只須中六學生參與調查的「人生目標」。 

調查結果反映本校學生的大部份評分比全港常模為高，只有少數項目比全港為低。其中

「社群關係」初中學生評分較低，因為學生剛上中學比較陌生害羞，缺乏家庭支援，人

際關係疏離，自尊感低；但高中學生分數增加，顯示各組別老師如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組能針對以上原因採取相應的措施，能培養學生關心他人。作業方面初中和高中評分比

全港分數較低，學生知道自己的學習情況未如理想，就此學校增設自主學習課來培養同

學做作業的習慣。初中同學的策略性求助分數較全港分數低，同學不懂得有困難時向別

人求助，所以學校加強同學毅力的鍛鍊及解難能力。對學校態度方面，初中和高中的負

面情感較多，所以於本年度學校組織了多元化的全級性課外活動以增加同學的凝聚力及

對學校的歸屬感。師生關係方面，初中學生的評分較低，是因為初中學生需要管教的機

會較多; 高中學生與老師關係變為亦師亦友，所以評分較高。中六生首次做人生目標的

問卷，共 18 題。全部評分高於全港水平，反映學校能協助學生確立更清晰的人生目標，

具備積極的人生觀。 

 

2.4.3 家長委員賴乙星先生指數據正面。校長對本校老師表達衷心的欣賞，能有效協助學生面

對學習和成長的複雜問題。 

 

2.5 家長日已於 2 月 25 舉行，當日在禮堂舉辦兩個講座，包括融合教育組舉辦家長講座「如

何於家中提升學生的溝通能力」及家教會的家長講座「提高自制能力----預防網絡沉溺」

家長反應熱烈，踴躍向講者發問及交流意見。當天亦有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的高中學制家

長諮詢， 讓個別家長向升學及就業輔導組老師作高中升學輔導的諮詢，家長反應不錯，

令他們對選科更清晰。同場亦舉行書展，學生及老師反應良好。 

 

2.6 於 2 月 27 日，學校為中三級學生及家長舉行選科簡介會，介紹來年中四可選修的科目，

反應不俗。 

 

2.7 職業博覽於 3 月 17 日圓滿結束。當天活動共邀請七位嘉賓分別作親身分享，向中三至中

五級同學介紹各行業的市場最新動向、入職條件、行業前景等，相信對學生將來的就業

或升學方向有莫大裨益。 

 

2.8 學校在本年度的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期內共收到 26 份申請，比去年增加一倍，截止 3

月 24 日共有 24 人面試，只有一人缺席面試，反應區內家長對學校的支持度和信任度增

加。 

 

2.9 2016-17 年度北區官立中小學銜接活動 

為加強北區及大埔區官立中小學的聯繫，並幫助官立小學的老師更了解中學的課程，以

期小學生在升中時在學習上可適應更佳，故此本校聯同粉嶺官立中學、新界鄉議局大埔

區中學、粉嶺官立小學及大埔官立小學首次舉辦中小學銜接活動，由三所官立中學安排

老師開放初中課節，讓以上官立中小學的老師可進行觀課及交流。本校開放中一 C 班的

科學堂讓校外老師進行觀摩和專業交流，當日學生表現良好，有濃郁的學習氣氛。活動

於三月上旬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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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由教育局主辦的領袖生內地交流計劃(2017)，於 2017 年 4 月 17 日至 21 日（五日四夜）

於北京舉行。全港共有 240 名具領導潛質的中五學生可參加是次交流。本校 5A 高雨晴

和 5A 彭婉柔獲選參加，鄭文煒老師擔任其中一位帶隊老師。 

 

2.11 本校同學於 2 月份獲得 2017 年全港學生科技大賽 STEM 的獎項，包括：中學組編程智能

車環保創意設計賽亞軍及季軍。中學組高扭力避震爬山車環保創意設計賽亞軍及季軍。

中學組科學魔法車環保創意設計賽冠軍及季軍。本校的科學、科技及數學教學資源室

(STEM Learning Centre) 正在建構中，期望於有關學習領域可以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3 飲水器 

 地下的女職員洗手間將會劃出一部分面積改建為醫療室。由於工程會涉及拆除濾水器，

因此在操場上的飲水器將於 3 月 27 日停止使用。報價拆卸費用為 350 元，由家教會支付。

預計改建工程會於 8 月份初步完成。學生暫時要自備飲用水回校。 

 

4 冬日送暖檢討 

4.1 本會與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秀群松柏社區服務中心合作，已於 2017 年 1 月 18 日探訪 

彩園邨彩麗樓一百戶獨居長者。是次活動，共有六十八位家長、老師及學生參與， 

活動共支出$4165.6。 
 

4.2 陳慧玲老師感謝家長委員參與冬日送暖活動，使學生學會關心長者。 

 

4.3 家長委員反映部份初中學生較害羞，少與長者提問和溝通; 高年級學生則表現出色，有 

良好的表達技巧，真心關懷長者。 

 

4.4 陳慧玲老師表示今年低年級參與學生較多，經驗不足，部份長者多用家鄉話，因此造成

溝通困難。家長委員反映部份受訪長者當天不在家中，陳慧玲老師表示探訪日子由社工

提供，較難控制，臨近新年大多長者會回鄉渡歲。希望下學年能安排聖誕節前夕探訪，

並且找多點高年級同學帶領初中級同學參加。 

 

5 親子溝通工作坊及燒烤晚會檢討 

5.1 親子溝通工作坊及燒烤晚會已於 2 月 11 日順利舉行。陳慧玲老師報告是次參與工作坊家

長反應一般，參加人數不多，只有 4 個家庭參加，共 11 人。參加者反映工作坊內容充實， 

主持人講解清晰，活動除了講解，亦加入互動的遊戲，從中讓家長練習溝通技巧，令家

長獲益不少。家長委員反映是次活動剛好撞上元宵佳節，而且一定要親子一同出席，學

生未必願意出席。 

 

5.2 陳慧玲老師報告燒烤晚會有 26 人參加，參加者表示當天氣氛相當良好，與家人享受了一

個難忘的晚上，下年度可再舉辦。來年計劃活動時可選 11 上旬的星期五或星期六晚上，

吸引多些家長報名參加。 

 

5.3 燒烤晚會財政收支如下： 

燒烤晚會參加者費用每人$50，收入為$1,300，共有 26 人參加，教育局津貼為$300，總

收入為$1,600; 而燒烤食物及用品支出為$2,110，家教會津貼$510。 

 

6 親子旅行 

6.1  親子旅行已於 3 月 5 日順利舉行。陳慧玲老師報告是次旅行價錢便宜，家長反應踴躍， 

 共有 120 人參加。司庫甄廷石先生表示，是次親子旅遊膳食質素良好、行程緊湊、氣氛 

 良好，家長和學生都在行程中十分投入和盡興。陳慧玲老師反映部份家長嫌旅遊地點太 

 近居住地方，下年本會應可考慮選擇既偏遠又便宜的行程，讓家長增廣見聞。 
 

6.2 親子旅行財政收支如下： 

旅行共有 120 人參加，收取了費用共$6,000，教育局津貼為$5,000，總收入為$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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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團費支出為$18,960，抽獎禮物支出$500，總支出為$19,460，家教會津貼$8460。 

 

7 親子糕點製作班 

 糕點製作班將於 4 月 7 日(星期五)，下午 4：00 於家政室舉行。是次糕點製作班邀得烹飪

能手高戚麗珠女士義務教授家長及學生製作眉豆糕。現已分別有三十名學生及十名家長

報名參加，反應踴躍。 

 

8 會訊 

  陳慧玲老師呼籲家長踴躍參與投稿，截稿日期為 4 月 24 日，會訊擬定五月尾出版。 
 

9 其他事項 

9.1 前家長委員梁錦泰先生一直熱心本會會務，多年來全費贊助會訊的印刷，但他於今年三

月不幸去世，家長教師會購買花圈作為憑弔，費用為 400 元。 

 

9.2 陳慧玲老師報告環保及性教育組將於 4 月 28 日舉行「班際開心水果籃比賽」，以培養學

生多吃水果的習慣。為表示家長也支持這項活動，環保及性教育組邀請最少兩位家長於

當天早上九時到校擔任評判。另本會將撥款 2100 元贊助此項活動。 

 

9.3 陳慧玲老師報告，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將於 5 月 15 日下午 1:00 舉辦親子義賣籌款 

日，並邀請家長參與義賣。同日下午三時舉辦民國時裝展，由學生擔任模特兒介紹民國 

時期的服飾，推廣傳統中國文化，邀請家長出席。 

  

 

9.4 鄭校長表示，本校買賣業務監督委員會將為下學年的校服、校簿及班相進行招標會議，

邀請委員擔任家長代表檢閱有關標書，詳情稍後再向各委員報告。 

 

9.5.1 根據教育局的指示，本校須於 2017 年 9 月 1 日起落實推行投訴管理制度，故此必須在本

學年完成及通過校本的《處理投訴指引》。鄭校長指出該指引列明學校該如何處理學生，

家長及公眾投訴的處理程序，並上載校網讓公眾知道，以增加透明度。如學校收到正式

投訴後，兩日內要做出初步回應。一個月內要作出調查。有關學校內部的事情學校可以

自行處理; 有關學制和政策的將由教育局處理。校本《處理投訴指引》已於 3 月 2 日的

教職員會議中通過。現需第三次家長教師會會議及 2017 年 4 月 7 日第二次學校管理委員

會中呈交各委員討論及通過。 

       

9.5.2 主席余鈴娜擔心會有人利用匿名投訴，令老師教學士氣低落。校長表示投訴程序有規限。

如匿名的投訴不會獲得處理；又如非當事人呈交的投訴信需要有正式的委託人等。 

 

9.5.3 本會一致通過校本《處理投訴指引》。 

 

10. 下次會議 

 

    日期: 二零一七年六月九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四時正 

 

11. 散會時間: 下午五點三十分 

                                           主席：___________________  

  

        

                                                      文書：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