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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 

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一八年度執委會第三次會議紀錄 

日  期: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時  間: 下午四時 

地  點: 學校新翼 128 室 

主  席: 余鈴娜女士 

出席者: 

 

 

 

 

缺席者: 

校方委員: 

 

 

家長委員: 

 

家長委員: 

鄭邵錦嫦校長  余尹靄敏副校長  盧麗華副校長    

陳慧玲老師    區耀強老師      郭婉筠老師    陳基隆老師    

陳麗珠老師  

甄廷石先生   陳琳琳女士   勞子茹女士   江健女士 

李琴女士     張秀名女士   李瑞清女士 

王英先生  李嘉雯女士  謝艷紅女士  朱海芹女士  鄭嘉茵女士 

 

會議內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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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情意和社交表現指標及持分者問卷調查 

2.1.1 持份者問卷調查結果中反映學生和家長對學校在管理、學與教、成長支援及家校合作等項

目的意見中肯正面。從教師的問卷調查結果可見教師對學校的管理及課程和評估觀感的評

分較上學年為高，反映學校有較佳的團隊協作精神，期望透過教師的共同努力，令學生在

學習與成長支援上均邁向更佳發展。   

2.1.2 本學年全校共有 498 名學生，隨機選擇其中 14%學生完成問卷，包括初中 34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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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調查結果顯示本校學生的部份得分比上學年略低，其中高中學生在自我形象、學習方面得

分較低；而中六學生則在自信、期望、未來前景等範疇的分數較低。老師會參考有關調查

結果規劃學生未來的成長計劃。下一個三年學校發展周期將以「樂於學習」為學與教的方

向； 以正向思維為學生成長的方向。 

2.2 中三家長選科講座 

 講座已於 3 月 5 日（星期一）舉行，感謝中三級家長撥冗出席，與子女一同了解高中的課

程要點，為中三學生升讀高中作好準備。而第二次的中三學生選科調查亦已完成，待整理

資料後，再向中三家長及學生公佈結果。 

2.3 家長日   

 家長日已於 3 月 3 日（星期六）舉行，感謝家長撥冗出席，並與班主任或其他相關老師會

面溝通。當天設有兩場講座，分別是「如何提升子女讀寫興趣和能力講座」，以及「潤澤心

靈靜觀減壓工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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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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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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他們更深入了解及掌握「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及高中課程」及「高中應用學習課程」之內

容及重點。同場亦舉行書展，學生及老師反應良好。不少家長帶同子女到場選購書籍。    

2.4 處理學生考試答卷 

 為方便學生可反思考試中錯失之處及減省學校儲存或銷毀大量答卷的行政工作，除高中須計算

算校本評核的答卷外，其餘各級的考試及統測學生答卷將在派發成績單後派回給學生。本年度

度上學期考試後已開始落實這項措施。 

2.5 職業博覽   

 職業博覽於 3 月 16 日圓滿結束。當天活動共邀請十七位嘉賓，提供了來自 9 個專業界別的

交流平台，讓學生掌握各就業市場的最新動向、了解不同行業的入職條件及行業發展前景

的資訊。相信透過當天的分享活動能幫助中三至中五的學生認識不同的行業特色與要求，

及早訂立目標，作好生涯規劃。 
此外，校方亦特別感謝當天家長亦有蒞臨參與，盡顯家長對子女的愛護及對學校的支持。 

2.6 中一自行收生 

 本學年共收到 21 份申請，並已於 3 月 17 日（星期六）上午進行面試，當天有一人缺席，

最後共錄取了 14 名小六學生，學校會於稍後將名單呈交教育局。 

2.7 因應北區小六學生人數增加，來年本校中一級會增至 4 班，因此來年教師編制會增加 2 名

常額教師，有利實行分組教學。 

2.8 內地交流活動 

 5A 羅晓彤、5A 蘇倬令及 5A 黃思晴獲選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的領袖生內地交流計劃(2018)，
將於 2018 年 4 月 2 至 6 日到北京交流，呂淑瑩老師負責帶隊。 

2.9 深圳姊妹學校交流活動及廣州企業參觀考察之旅 

 學校已訂於 2018 年 4 月 20-21 日安排中四全級學生參觀位於深圳龍華區的姊妹學校—大浪

實驗學校，由旅遊學庫有限公司承辦是次活動。因本校參加了教育局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

學校交流計劃，故此本校師生的團費全數由該計劃支付。 
活動由鄭邵錦嫦校長及余尹靄敏副校長連同中四班主任與負責閱讀課的老師一同帶隊。兩

天行程包括探訪姊妹學校，之後，再與該校約 8 名師生往廣州作學習交流，參觀廣州的歷

史文化建築及前往寶桑園參觀本校校友鄧子健先生的釀酒企業。期望是次活動能建立兩校

師生的情誼。 

2.10 上官之星 

 學校為進一步提升學生的自信心、成就感，並培養學生互相欣賞的文化，將於 5 月 28 日首

次舉辦「上官之星」活動，希望能為學生提供一個表演平台，讓他們發揮所長，例如表演

音樂項目、舞蹈及武術等。歡迎家長於當天到場，共同欣賞學生的優秀才藝。 

2.11 學生獲獎消息 

 本校少年警訊獲得「2017-2018 年度最佳少年警訊中學學校支會獎勵計劃」優異獎。 
本校 STEM 組別的學生代表參加「俊和 2017 遙控模型車精英挑戰賽------學生隊際賽」榮獲

亞軍。 
本校多名學生參加第 70 屆音樂節的比賽項目，其中 5B 翁一丰榮獲男聲中文 19 歲聲樂獨唱

（全港九新界區）第三名，4B 高雅思榮獲女聲中文 16 歲聲樂獨唱（新界區）第三名。 

  

3. 冬日送暖活動檢討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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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 月 23 日探訪彩園

邨彩玉樓一百戶獨居長者。是次活動，共有五十五位家長、老師及學生參與，活動共支出

$3605.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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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家長委員反映學生表現乖巧，很主動與長者溝通。陳慧玲老師表示今年探訪活動安排於多

元化學習日上午時段，學生有較多時間採訪長者，且有較多高年級同學帶領初中同學參加，

效果良好。但活動安排在學校多元化學習日舉行，招募學生參加有一定困難，故此下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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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先與其他組別協調，以解決招募學生的難題。 
 

4. 親子旅行檢討 

4.1 親子旅行已於 3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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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人參加。參加者均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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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親子旅行財政收支如下： 
旅行共有 119 人參加，收取了費用共$8,330，教育局津貼為$5,000，總收入為$13,330;  
而團費支出為$21,100，家教會津貼$7770。 

 

5. 親子烹飪班 

 親子烹飪班將於 4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4：00 於家政室舉行。是次烹飪班邀得舊生家長

高戚麗珠女士義務教授家長及學生製作薄餅。 

  

6 本會會費 

6.1 陳慧玲老師於一月份收到一位家長書面意見，查詢可否退出家長教師會及不繳交會費。 

6.2 陳慧玲老師表示，按照會章，凡有子女就讀於本校之家長或監護人將自動成為家教會會員，

每一家庭單位(不論有多少名子女正在本校就讀)應繳交會費一份共港幣六十元正。本會會費

主要用作推行會務如親子活動、贊助學校舉辦活動、改善學生福利及設置獎項鼓勵勤學及

成績優異的學生。 

6.3 校長建議下一學年徵收會費時，應由家長教師會發出通告清楚解釋會費的用途，以釋除家

長疑慮。如個別家庭有經濟困難，會方再作個別處理。  

 

7. 會訊徵稿 

 陳慧玲老師呼籲家長踴躍參與投稿，截稿日期為 4 月 27 日，會訊擬定於五月底出版。 

  

8. 其他事項 

8.1 陳慧玲老師報告環保及性教育組將於 4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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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2:45 到校擔任評判。另本會將撥款 2100 元贊助此項活動。 

8.2.1 鄭校長表示，本校買賣業務監督委員會將為下學年的校服、校簿及小食部暨飯盒供應商進

行招標會議，需要邀請兩位家長委員擔任家長代表檢閱有關標書。 

8.2.2 李瑞清家長表示能夠參與，另一位家長則稍後決定。 

  

9. 下次會議 

 地點: 學校 128 室 

日期：8-6-2018(星期五) 

時間：下午 4:00 

 

10. 散會時間：下午 5：12 

 

 

 
   主席：____余鈴娜女士_______________  

 文書：______陳琳琳女士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