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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 

第八屆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12 年 7 月 6 日 

時間：  下午 5 時 15 分 

地點：  地下會議室 

主席：  黃志強先生 

出席者： 鄧蕙珍校長 譚耀宏副校長 溫佩儀老師 

張偉正老師 謝國偉先生 曾珊娜女士 

馬美蓮女士 黃雪雲女士 黎綺雲女士 

何其雄先生 黎蔡淑英女士  

    
缺席者： 呂健玲老師 林耀俊老師 李明蘭老師 

張麗芳女士 江莉梅女士 阮陳麗英女士 

林雪芬女士 譚雅尤女士 湯美萍女士 

梁愛琼女士 馮鼎豪先生 李朱美堯女士 

鄭黃達麗女士 楊王彥蓉女士 張陳寶婷女士 

謝麗容女士 區有金女士 楊仕美女士 
黃漢梁先生 楊劉秀清女士   

紀錄：  謝諄諾小姐 

  
會議內容： 

 

1.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與會者一致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2. 本學年活動檢討及財政報告 
2.1  親子烹飪班 
 溫佩儀老師報告親子烹飪班及親子旅行很受歡迎，原定 2012 年 6 月 30 日舉

行的親子烹飪班由颱風關係更改為 2012 年 7 月 7 日舉行，時間及地點安排

照舊。親子烹飪班因報名人數眾多，每班由 10 組加開至 12 組。主席及馬美

蓮女士表示烹飪班很受家長歡迎。 
 黎綺雲女士表示串珠仔班也很受歡迎，希望學校下學年也可以舉辦串珠仔

班。 
 

 
 



2.2  家長茶敍 
 溫佩儀老師報告除了中四級家長茶座報名人數不多，中一至中七級家長茶敍

出席人數眾多。校長表示，由於今學年學校沒有舉行中四級家長茶敍，學校

下次可以先舉行中五級家長茶敍。溫佩儀老師表示，學校本學年為家長尋找

了很多坊間的機構為家長提供免費的家長教育，家長可以自行於網上報名。

黃志強主席表示，坊間有很多機構提供的家長教育收費很貴，而家長參加人

數不多，造成資源浪費。校長表示，學校為家長提供多元化的家長教育課堂，

給予家長更多的選擇。 
 

2.3  財政報告 
 溫佩儀老師報告短訊財政支出很龐大，一萬條短訊計劃已經用完，截至 5

月，學校共發放 5 千條短訊。溫老師表示 2 萬條短訊共 6 千 9 百元。馬美蓮

女士詢問為何學校發送那麼多短訊。溫佩儀老師回答，學校的留堂班平均每

天發送 80 條短訊服務，過去亦出現發送短訊服務人為錯誤。溫老師現正向

短訊服務公司查詢可否 11 月才繳交短訊服務的費用，希望將短訊服務的費

用計入家教會下學年財政，11 月才繳交費用。否則，家教會將會透支 1000

元。 
 校長表示，需要小心處理短訊服務，不要重覆發送，並會檢討流程，將來需

要教師簽名才可以發送短訊。 
 黃志強主席表示短訊服務可以讓家長不用擔心子女，及讓家長了解學校所舉

辦的活動。 
 大會通過家教會將會使用 2 萬條短訊。溫老師表示，若果現時繳交短訊費

用，家教會的財政將會透支，她將會查詢短訊服務公司可否遲些繳交費用。 
 

2.4  獎學金 
 溫老師表示平均每級有 1 至 2 位學生進步了 12 分。中一級至中四級每級有

8 位學生獲最佳進步獎，而中五級有 7 位學生平均進步 6 分，獲最佳進步獎，

共 7600 元。中六及中七級共 5 位學生獲最佳進步獎，溫老師詢問各家教會

委員是否給予中六及中七級獎學金，如果給予中六及中七級獎學金，金額將

會由$7600 加至$9600。黃主席表示，獎學金是給予學生的鼓勵，主席提議

給予中六及中七級獎學金。全體家教會委員一致通過撥款$9600 作獎學金。 
 

2.5  家長通訊 
 溫老師報告學校製作了家長通訊，家長通訊中介紹了幾位資深的家教會委

員。溫老師表示預留了 200 份家長通訊作中一新生資訊日分派。溫老師感謝

譚副校長閱讀財政報告，大會一致通過財政報告。 
 

 



3. 校長匯報 
3.1  凍結教師職位 
 校長報告下學年度，本校的一個副校長職位將會懸空，校長計劃凍結一個副

校長職位，以應付學校發展所需的財政開支。校長報告，一位高級學位教師

因身體問題降職到 0.5 個高級學位教師及 0.5 個學位教師職位。校長希望能

夠凍結 0.5 個高級學位教師職位，以取得財政資源投放於學校的英語發展。 
 

3.2  課後英語電影課 
 校長報告學校的英語學習中心將會改建成課後影院，學校將會購買隔光布及

環迴立體聲音響器材以發展成為優質電影院。校長補充，每一年級的學生放

學後，每星期將有一天為課後英語電影課，透過觀賞英語電影學習英語。 
 

3.3  圖書館課 
 校長報告學校將會發展圖書課，並會申請資源購買 40 部 ipad，學生於圖書

館使用 ipad 閱覽網上電子書籍，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文化及習慣。校長希

望 ipad 能夠增加學生的閱讀量及鼓勵學生閱讀英文書籍。 
 

3.4  全方位學習英語 
 校長報告學校將會增設科目全方位學習英語(Life Wide English)，希望學生能

夠從日常生活中學習英語。校長表示，全方位學習英語課將會在中一至中四

級全面推行，高年級有 3 堂全方位學習英語，而低年級則有 1 堂全方位學習

英語。學校將會額外聘請 2 位外籍教師教師全方位學習英語課。另外，中五

及中六級學生選修科的空堂也會用作全方位學習英語課。校長希望透過日常

活動，在日常生活中學習英語，對學生的英語有很大幫助。 
 下學年度教師需要進行共同備課，以發展教學，讓課堂教學更立體、更流暢，

最終目標為發展學生自學能力。校長表示，本學年度下學期，學校已於每一

課室放置寫上“學習期望”的標語，發展學生比較進步及積極，而課堂更有組

織及目標。 
 校長表示，將會申請東華三院資源及學校資源開辦全方位學習英語，另外將

會聘請一位學位教師以發展全方位學習英語的校本課程、配合外籍教師的活

動及協助課堂管理。黎女士提問什麼是共同備課，是否教學進度一樣?校長

回答，學校需要給與教師機會一起商討教學目標、教學活動、教學評估工作，

一起構思怎樣提升教學效能、怎樣提升教學容量及怎樣可以讓學生學得更

好。 
 校長表示，學校將會採用 1-5-3-1 的教學模式，即是在每一課堂中，10%為

預習、50%為教學、30%為學生學習活動(包括角色扮演、討論及匯報等)及
10%為總結課堂及評估。校長表示山東有 2 間學校採用 172 上課模式，10%
為預習、70%為學生活動及 20%為教學，那 2 間學校在全國高考成績中最好，



學校可以參考新的教學模式，提升教學效能。1-5-3-1 的教學模式為教學及

學習範式的轉變，新模式製造空間給教師，並鼓勵學生進行自主學習。校長

補充，面對學校學習模式的轉變，學校環境需要相應配合，發展全方位學習

英語可以減少教師的教節，讓教師擁有更多時間及空間進行教學計劃，提升

課堂效能及提升學生自主學習。 
 校長表示學校在初中推行全方位學習英語可以透過英語活動，擴闊學生的經

歷，建立學生的自信心。校長表示，本校學生欠缺自信心，教師對學生欠缺

信心，學校於本學年透過各項活動提升學生的自信心，現在目睹學生自信心

明顯的改變。學生也認識及支持學校各項的轉變，學生也感到自己的自信心

強了。校長補充，學校課程並不均衡，學校現正構思方法如何讓學生學習得

更好及全面的發展。 
 

4. 散學禮 
 校長邀請家長委員出席學校七月十日上午舉行的散學禮活動，譚副校長表示

散學禮將於早上十時十五分舉行，約中午完結。 
 

5. 其他事項 
5.1  中一註冊日 
 校長詢問學校 7 月 12 及 13 日有沒有家長義工協助註冊日活動。校長建議學

校可以於註冊日設立家長教師會攤位。溫老師表示家長義工可以幫忙解釋給

中一新生家長有關校服及書籍事宜。 
 

5.2  教學語言 
 校長表示學校將會為小六升中一及中三升中四學生提供英語的課程，作為過

渡教學語言的適應安排。校長表示現今學校的綜合人文科及科學科以英語作

為教學語言，但很多科目也可以用英語作為教學語言。雖然部份科目以中文

作為教學語言，但學校也會給予學生英文的配合材料，以提升學生學科英語

的能力。 
 

5.3  買賣舊書 
 張偉正老師報告學校將於 7 月 16 日舉行舊書買賣活動，活動時間為早上十

時正至下午三時正，學生可於早上九時正將書籍拿到學校禮堂。 
 

5.4  國民教育 
 校長報告國民教育課程即將推出，學校將會在國民教育課教授學生中國國

粹。校長表示學校即將推行“一身一體一藝一國粹”課程，給予中一級至中六

級學生。學校將會在初中的全方位學習英語、初中通識及圖書課抽取課堂作

為國粹課，並會聘請教練教授中國國粹。中國國粹課堂將會成為一個課程，



學生必須要上課，課程將會推行 3 年，讓學校教師認識中國國粹。中國國粹

課程的財政開支將會作為起動及延續。 
 校長表示將會聘請南掌冠軍教授學生八段錦及太極。校長希望學校將來可以

舉辦課後武術學會及家長武術班。學校 30 周年校慶活動可以全校教師一起

演練太極操。 
 

5.5  旅遊巴 
 校長表示 6 月 29 日，本校中四級參加台灣文流團的學生在該天晚上回到香

港，而香港天文台於該天下午宣佈很大機會改發八號風球。校長及副校長於

當天商議學生回到香港後的旅遊巴安排。學校在當天下午聯絡了舊學生家長

姚叔叔，姚叔叔安排了 2 部旅遊巴接送學生，並將每位學生送到他們樓下，

確保學生安全。由於事發突然，旅遊巴的費用並沒有報價，學校以學生安全

為考慮原則，必須確保每位學生安全，並平安到達回家。 
 溫老師表示保險並不包旅遊巴，旅遊巴司機需冒險送學生。溫老師表示學校

將會在散學禮致送紀念品及獎狀給最後一年的家教會委員，感謝多委員多年

對學校的付出及貢獻。 
 

5.6  教師交流 
 校長報告學校將會與內地學校建立緊密聯繫，本校教師於 7 月 5 日參觀內地

一間學校，了解內地學校教學文化。校長表示學校將會安排教師到內地教授

英文，而內地教師將會到本校教授中文及數學，進行互相教學的交流活動。

校長希望交流活動可以擴闊教師的視野，對教師教學有很大的幫助。 
 

6. 散會時間 

  下午六時十五分 

 

 

紀錄：                           主席：                      

      謝諄諾小姐                黃志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