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執委會 

第十四屆 2017至 2019 年度  第一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17年 10月 25日(星期三) 

地點  ：六樓會議室 

時間  ：下午五時 

紀錄  ：黎永業老師 

出席者：家  長 – 仇張景芳女士、馬李青青女士、黃古秀英女士、冼黃瑞霞女士 

                  黃卓秀潔女士、梁陳淑芬女士、李余凱婷女士、余淦楓先生                                    

老  師 -  崔慶華副校長、黎永業老師、劉秀明老師、 杜慧敏老師、湯廣蘭老師            

 列席者 -  莫姑娘(社工) 

 

 (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主席：  仇張景芳女士 

     副主席：  李余凱婷女士 

       秘書：  謝林蓉蓉女士 

       財政：  梁陳淑芬女士 

       總務：  黃古秀英女士 

       康樂：  余淦楓先生、馬李青青女士 

     家教會一致通過邀請黃卓秀潔女士、冼黃瑞霞女士為增選委員 

 

(三) 委任各項委員會負責委員 

     余先生提議抽簽方式競逐財政職位，經商議後，若競逐多於一位，維持以投票方式選出 

 

(四) 家教會近期工作 

 陸運會 (31/10-1/11/2017) 

歡迎家長到場觀賽，支持學生 

 開放日接待工作 (9/12/2017) 

家長義工接待小六家長 

 家長通訊 (4/3/2018) 

邀請校長、副校長及四位家長撰文(仇太、謝太、黃太、馬太) 

交稿限期: 20/12/2017 

 

 (五) 其他事項 

 心意卡:本校創辦人田老先生九十九歲壽辰，家長寫心意卡祝賀 

 有家長反映家長校董以 20個提名門檻太高，經商議後維持以 20個提名較合理 

 

 

 

 

 

 

 

 

 

 

 

 

 

 

  

下次開會日期：2018年 1月 31日(星期三)下午 5:00                散會時間：6:35pm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執委會 

第十四屆 2017至 2019 年度  第二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18年 1月 31日(星期三) 

地點  ：六樓會議室 

時間  ：下午五時 

紀錄  ：李詩恆老師 

出席者：家  長 – 仇張景芳女士、馬李青青女士、黃古秀英女士、冼黃瑞霞女士 

                  黃卓秀潔女士、梁陳淑芬女士、李余凱婷女士、 謝林蓉蓉女士                                 

老  師 -  崔慶華副校長、黎永業老師、劉秀明老師、 杜慧敏老師、湯廣蘭老師 

          李詩恆老師            

 列席者 -  吳潔容校長、唐偉強先生、莫姑娘(社工) 

 

(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活動檢討 

       

      家長興趣班： 

(1) 3/11果皮及環保酵素製作班  

 唐 Sir 匯報是次活動順利完成，反應良好。 

(2) 烹飪班 

 唐 Sir 匯報本學年已舉行 4次烹飪班，反應良好。 

 烹飪班舉行之地點為家長教師會室，當中的設備已作更新。 

(3) 潤膚液製作 

 唐 Sir 匯報潤膚液製作班已順利進行。 

(4) 製作洛神花特色食品 

 家長委員於開放日製作洛神花特色食品給參觀人士。 

(5) 水仙花班 

 唐 Sir表示水仙花班已順利進行，水仙頭已送給 50位長者。 

(6) 開放日 

 仇太滙報於開放日有不少家長義工到校協助導賞工作。 

 仇太表示開放日之參觀人士偏向喜歡與學生交談，部份家長義工表示未能與他

們作較深入之分享。 

 

(三) 二至三月家長教師會活動及學校活動 

 4.3.2018(日)家長日及家長通訊 

杜老師向家長委員致謝，感謝家長委員投稿。 

 9.3.2018(五) 新春團拜 

唐 Sir滙報新春團拜已有 11位家長報名。 

 14.4.2018(六)小六升中活動及家長講座 

是次家長講座希望邀請本校家長作分享，建議邀請 1A/2A班之家長。 

 18.3.2018(日) 中四選科活動 

崔副校長向家長委員解釋本校新高中班級結構變動之原因及相關安排。 

 唐 Sir預告四月至六月之家長教師會活動，詳情請參閱附件。 

 

 

 

 

 

 

 



 

 

 

 

 

        (四) 凍結雜費 

 吳校長動議凍結本學年雜費(2017/2018)。 

 吳校長解釋是次動議之原因是因今年收到教育局通知將資助學生之冷氣費，故希望減

輕家長負擔，維持冷氣費為$310.00 

 是項凍結雜費之動議獲家教會一致通過。 

 

(五) 校董選舉 

 吳校長滙報因接獲註冊組通知，本校家長校董仇太已擔任本校校董 4年，故未能符合

校董註冊要求。仇太的校董任期將至 2018年 5 月。 

 2018/2019年將會再選出新任校董。 

 

(六) 精神健康講座 

 杜老師滙報本校將舉行精神健康講座，日期初定為 3月 2日或 3月 9日或 3月 23日。 

 

(七) 其他事項 

 崔副校長向家長委員解釋本校新高中班級結構變動之原因及相關安排。 

 

 

 

 

 

 

 

 

 

 

 

 

 

 

 

  

下次開會日期：2018年 3月 21日(星期三)下午 4:00                散會時間：7:00pm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執委會 

第十四屆 2017至 2019 年度  第三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18年 3月 21日(星期三) 

地點  ：六樓會議室 

時間  ：下午四時 

紀錄  ：李詩恆老師 

出席者：家  長 – 仇張景芳女士、馬李青青女士、黃古秀英女士、冼黃瑞霞女士 

                  黃卓秀潔女士、梁陳淑芬女士、李余凱婷女士                                 

老  師 -  崔慶華副校長、黎永業老師、劉秀明老師、 杜慧敏老師、湯廣蘭老師 

          李詩恆老師            

 列席者 -  吳潔容校長、唐偉強先生 

 

(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法團校董家長校董補選 

 法團校董家長校董補選已於 15/3截止。由於是次補選只有李余凱婷女士參選，所以她

自動當選。是次補選結果將會於學校網頁公佈。 

 現任家長校董仇張景芳女士的任期將於 8/5屆滿。 

 本學年 4月之校董會會議將由仇太及李太一同出席。 

 

(三) 活動檢討 

 新春團拜(9.3.2018) 

- 是次新春團拜有約十位家長義工出席，節目豐富，氣氛良好。 

- 建議明年的新春團拜以家長聯誼為名，希望能吸引更多家長(包括非家長義工) 

  出席。 

 家長講座(18.3.2018) 

- 中三選科講座於 18/3順利舉行，大部份家長均認同本校之新高中改革方案，他們亦  

  非常欣賞中四同學及校友於是次講座的分享。 

- 學校已安排選修科科任老師於 4-5月課後向有興趣修讀的同學作科目介紹。 

- 學校已安排於 5月舉行模擬選科活動。 

  

 (四) 近期家長教師會活動 

 親子講座(23.3.2018)/4-5月青少年心理學證書課程、烹飪班 

- 有關家長教師會活動之通告已於早前派發給家長。 

- 親子講座(23.3.2018)已有 35人報名參加。 

- 烹飪班已有 5-7位家長報名參加。 

- 由於已有足夠 CDF家長報名參加家長教師會活動，所以青少年心理証書課程及中醫

班的費用全免。唐 SIR請有興趣參加之家教會委員盡快報名參加。 

 14/4/2018 小六升中活動及講座 

- 14/4之小六升中活動及講座建議不設立家長分享環節。 

                

(五) 家教會周年大會 

     - 家教會周年大會建議於 2018年 10月 28日或 2018年 11月 4日舉行，嘉賓講者建議人選 

       為  余德淳  麥潤壽 張堅庭 。 

 

(六) 其他事項 

     - 2019年 2月底舉行家教會旅行，地點初定為吉澳。 

 

下次開會日期：2018年 6月 1日(星期五)下午 4:00                散會時間：5:35pm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執委會 

第十四屆 2017至 2019 年度  第四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18年 6月 1日(星期五) 

地點  ：六樓會議室 

時間  ：下午四時 

紀錄  ：李詩恆老師 

出席者：家  長 – 仇張景芳女士、馬李青青女士、黃古秀英女士、冼黃瑞霞女士 

                  黃卓秀潔女士、梁陳淑芬女士、李余凱婷女士                                 

老  師 -  崔慶華副校長、黎永業老師、 杜慧敏老師、湯廣蘭老師 

          李詩恆老師            

 列席者 -  唐偉強先生、莫姑娘(社工) 

 

(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學生素質及價值觀」意見調查問卷 

 - 家長委員已完成及交回「學生素質及價值觀」問卷 

 

(三) 書單事宜及 Schoolapps 

 - 崔副校長向家長委員解釋書商售賣 2018-2019新學期教材之新安排，當中包括若同學買 

        舊版書時如何訂購所欠缺乏之附件及輔助教材(見附件一) 

 - 崔副校長向家長委員滙報已決定採用 e-class 收發 SchoolApps及電子版通告，並以循 

        序漸進之方式推行電子版通告及學校通訊 

 - 有家長委員提議部份較重要之通告(例如:考試安排)可同時派發電子本及紙本，崔副校 

        長表示可作考慮 

 

(四) 活動檢討 

 23.3.2018 親子講座 

- 家長之參與人數約 30多人，講者質素佳 

 14.4.2018小六升中活動及講座 

- 學校於是次活動邀請於本校就讀中四之學生家長黃太作分享嘉賓 

 10/4-21/4 青少年心理學証書課程 

- 家長反應熱烈，期望舉辦深造課程 

 9/5-30/5烹飪班 

- 家長踴躍參與，氣氛良好 

 

 

 (五) 近期家長教師會活動 

 義工嘉許禮 

- 是次嘉許禮將於 6月 27日舉行，時間為上午 9:30-11:00 

 7/6-12/7 中醫醫理 

- 唐 Sir向家長委員表示已與參與活動之中醫聯絡，唯 14/6及 21/6之課堂因醫師外 

  出工幹需調往 15/6及 22/6，本校書記將通知已報名參與之家長有關課堂調動之安 

  排 

 13.7.2018 舊書買賣 

- 舊書買賣將於 7月 13日下午一時舉行，杜老師於是次會議邀請家長委員協助活動 

 17.7.2018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 

- 家長教師會將於當天向 2018-2019 新生之家長推廣家教會活動 

 



 

 

 

 

 

 

 21.8.2018訓育早會+家長講座 

- 家長委員建議於 8月 21日不進行推廣家教會活動 

- 杜老師建議邀請大哥哥大姐姐回校作分享 

 1.9.2018中一迎新日 

- 家長委員將於中一迎新日介紹家教會之工作及來年之家教會活動 

 

(六) 家教會周年大會(28.10.2018) 

 - 杜老師滙報本校未能邀請余德淳先生為家教會周年大會之講者，現建議嘉賓人選 

        呂大樂教授  

 

(七) 其他事項 

  家長教師會旅行暫定於 2018年 12月 16日舉行，地點為東平洲及吉澳一天遊 

       唐 Sir於 2018年 7月 12日上午舉行製作夏天消暑美食工作坊，並於山景邨派發給老 

         人家，現誠邀家長委員協助是次活動 

 

 

 

 

 

 

 

 

 

 

 

 

 

 

 

 

 

 

下次開會日期：2018年 8月 27日(星期一)下午 2:30                散會時間：6:00pm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執委會 

第十四屆 2017至 2019 年度  第五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18年 8月 27日(星期一) 

地點  ：六樓會議室 

時間  ：下午二時三十分 

紀錄  ：李詩恆老師 

出席者：家  長 – 仇張景芳女士、馬李青青女士、黃古秀英女士、冼黃瑞霞女士 

                  黃卓秀潔女士、梁陳淑芬女士、余淦楓先生                                 

老  師 -  崔慶華副校長、杜慧敏老師、姚敏儀老師、李詩恆老師、湯廣蘭老師            

 列席者 -  吳潔容校長、唐偉強先生 

 

(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新任家教會老師代表名單： 

     杜老師介紹陳淑娟老師代黎永業老師，並擔任康樂；姚敏儀老師替代劉秀明老師，並擔任 

     康樂 

 

(三) 吳校長滙報今年中一收生及 DSE 成績理想。 

 

(四) School App 

 - 崔副校長向家長委員滙報本學年正式採用 School App 系統。學校將於 9月 28日之課 

        程晚會向家長介紹如何運用 School App 系統收取學校電子版通告。 

 - 9月 28日前學校仍會派發紙本通告。 

 

(五) 活動檢討 

 

 1. 義工聯誼活動(27.6.2018) 

    - 唐 Sir向家長委員滙報是次義工聯誼活動已順利完成，參加之義工有 10多位，他們 

           均給予很多寶貴意見。 

 

 2. 舊書買賣(13.7.2018) 

    - 杜老師滙報是次舊書買賣活動已順利進行，氣氛踴躍。 

 

 3. 中一家長講座(17.7.2018) 

     - 家教會主席仇太滙報於中一家長講座中，向家長介紹家長教師會，並誠邀家長參予 

            學校之家長聯誼小組及報名參加家長義工工作。現時報名參予家長聯誼小組之家長 

            約有 40人。 

 

(六) 中一新生輔導日 

 - 杜老師向家長委員滙報中一新生輔導之活動，包括 F.1 Cosmopolitan Youth Camp、 

        中一新生銜接課程、英語銜接課程及中一家長工作坊已順利舉行。  

 - 中一新生輔導日將於 9月 1 日進行。家教會主席仇太將於輔導日向中一家長介紹家長 

        教師會。 

 

(七) 家長小聚安排及上學期活動介紹 

      - 家教會主席仇太建議於 9月 21日舉行家長小聚，時間為 11:00-2:50pm，獲全體委員一 

        致通過。  

      - 另外仇太建議於 9月 6日製作敬師日之曲奇餅，時間為 12:00-3:00pm。 

 

 



 

 

 

 

      - 唐 Sir 向家長委員介紹家教會上學期之活動。 

        1. 月餅製作班將於 9月 14日舉行 

        2. 10月中至 11月中將舉行烹飪班 

        3. 11月中至 12月中將舉行中醫進階課程 

        4. 12月 8日為學校開放日，誠邀家長擔任義工 

        5. 蘿蔔糕製作活動將於下列日期舉行 3.11.2018、15.12.2018、26.1.2019 

           27.1.2019 

   6.食酵製作班將於 2019年 1月底舉行。 

        7.水仙花班將於 2019年 1月 18日下午舉行。 

 

 

(八) 敬師日安排(10.9.2018) 

     - 家教會主席仇太誠邀家長委員於 9月 10日之早會到校送贈曲奇餅予教職員，獲馬太、 

       黃太、梁太及余生答允出席。 

 

(九) 課程晚會(28.9.2018) 

     - 杜老師向家長委員介紹課程晚會之安排。 

     - 家長司儀安排如下： 

       中一級：李太  

       中二級：冼太 / 黃太 

 

(十)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28.10.2018) 

     - 杜老師向家長委員滙報已邀請呂大樂教授擔任是次周年大會之分享嘉賓。 

     - 工作安排如下： 

       司儀：LSH / 冼太 

       預備食物：梁太 / 李太 

 

(十一) 家教會旅行(16.12.2018) 

      - 唐 Sir滙報本年度之家教會旅行將於 12月 16日舉行，地點為東平洲及吉澳，初步建議 

        之參予人數為 160人。 

 

 

 

 

 

 

 

 

 

 

 

 

 

下次開會日期：2018年 10月 24日(星期三)下午 4:00                散會時間：4:20pm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執委會 

第十四屆 2017至 2019 年度  第六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18年 10月 24日(星期三) 

地點  ：六樓會議室 

時間  ：下午四時 

紀錄  ：李詩恆老師 

出席者：家  長 – 仇張景芳女士、馬李青青女士、黃古秀英女士、冼黃瑞霞女士 

                  黃卓秀潔女士、梁陳淑芬女士、謝林蓉蓉女士、李余凱婷女士                                 

老  師 -  崔慶華副校長、杜慧敏老師、李詩恆老師、湯廣蘭老師、陳淑娟老師            

 列席者 -  吳潔容校長、唐偉強先生、楊文娟女士 

 

(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雜費事宜及防止校園性騷擾政策 

     - 吳校長滙報本年度之雜費維持不變($310)，但所牽涉的項目有所微調。由於教育局於 

       18/19 年度增撥冷氣費及冷氣維修津貼予學校，故本學年之雜費將包括學校非標準的 

       冷氣安裝及購買健身器材。雜費所涵蓋之項目將於學校概覽中公佈。 

     - 吳校長向家長委員匯報學校已製訂防止及處理校園性騷擾政策，目的是為了保障本校 

       師生/參予人士之安全。這項政策已於 9月 26日之教職員會議通過，並將於 12月提交校 

       董會，若此項政策獲校董會通過，文件將上載本校網頁。 

 

(三) 周年大會事宜 (28/10) 

     - 杜老師向家長委員滙報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暨初中家長日之安排，是次大會之專題嘉賓 

       為呂大樂教授。 

     - 家教會副主席李太滙報是次大會之茶點安排，預算為 $4000.00。 

 

(四) 活動檢討 

 

 1. 敬師日 (10/9) 

    - 家教會主席仇太感謝各家長一同協助製作敬師日曲奇餅，吳校長代表所有老師感謝 

           家教會。  

 2. 製作月餅 (14/9) 

    - 家教會主席仇太向家長委員匯報是次活動已順利進行，參加人數頗多，家長亦樂在 

           其中，一同製作應節食品。 

 3. 家長小聚 (21/9) 

    - 家教會主席仇太向家長委員匯報是次活動已順利進行，家長踴躍參加，亦參與製作 

           不同食物互相分享。 

 4. 課程晚會 (28/9) 

    - 杜老師向家長委員匯報是次課程晚會已順利進行，杜老師感謝家長委員擔任司儀。 

 

 

 

 

 

 

 

 

 

 

 



 

 

 

(五) 近期活動 

 

 1. 烹飪班 (13/10-30/11 共四次) 

     - 家教會主席仇太向家長委員匯報已舉行第一次的烹飪班，當中有夫婦一同報名參 

            加。有家長反映希望烹飪班可多於星期六舉辦。 

 2. 成就子女個人卓越夢  

     - 唐 Sir向家長委員滙報此項活動將於 11月 19日(星期一)開始，共四課。 

          - 唐 Sir向家長委員滙報學校將於 11月 21日舉辦種花活動，花苗由康文署提供， 

            現誠邀家長一同參加。 

 3. 學校開放日 (8/12) 

    - 唐 Sir誠邀家長於學校開放日擔任義工。 

 4. 親子旅行 (16/12) 

    - 唐 Sir 向家長委員滙報是次旅行之安排，參予人數約為 180人，當中包括卓越夢 

           飛翔之學員、地理學會同學及家教會成員。費用為每位$120(大小同價)，通告將 

           於 11月發出。  

 5. 家長通訊 (24/2/2019) 

     - 杜老師誠邀各家長委員撰寫分享文章，於家長通訊中刋登，得到李太、冼太、梁太 

            及黃太答允。 

 6. 中醫進階班 

     - 唐 Sir 向家長委員滙報是次中醫進階班負責的馬醫師由於公務繁忙，此課程將於 

            2019年才開辦。 

 7. 種蘿蔔(除草施肥)、做蘿蔔糕 

    - 唐 Sir 向家長委員匯報此活動已邀請中一級各班參與，現誠邀有興趣之家長委員參 

           加。 

 8. 水仙花班 

         - 唐 Sir向家長委員匯報是次「水仙花班」活動將於 1月 18日舉行。 

 

(六) 其他事項 

 

      1. 崔副校長向家長委員滙報今年學校會發售流感針券，每張為$120，並不會安排護士到 

         學校替學生注射。 

 2. 本校畢業生於公開考試後遠赴芬蘭繼續學業，他希望與家長及學生分享其經歷。崔副 

         校長於是次會議詢問家長委員意願，方便日後作講座安排。   

      3. 家教會主席仇太向家長委員建議於開放日製作曲奇餅派發予參觀之家長，獲家長委員 

         一致通過。 

 4. 吳校長代表田校監誠邀家教會委員參觀田氏企業的田家炳博士展覽廊。 

 

 

 

 

 

 

 

 

 

下次開會日期：2019年 1月 23日(星期三)下午 4:00                散會時間：6:30pm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執委會 

第十四屆 2017至 2019 年度  第七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19年 1月 23日(星期三) 

地點  ：六樓會議室 

時間  ：下午四時 

紀錄  ：李詩恆老師 

出席者：家  長 – 仇張景芳女士、馬李青青女士、黃古秀英女士、冼黃瑞霞女士 

                  黃卓秀潔女士、梁陳淑芬女士、李余凱婷女士                                 

老  師 -  崔慶華副校長、杜慧敏老師、李詩恆老師、湯廣蘭老師、陳淑娟老師、 

          姚敏儀老師  

 列席者 -  唐偉強先生、楊文娟女士、雷宗憲社工 

 

(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散會時間修正為 6:30pm。 

 

(二) 活動檢討 

     (1) 28/10/2018家教會周年大會 

 - 委員提出是次大會所預備的食物數量略為不足，建議明年可預較多份量。 

   - 杜老師建議下年度周年大會的舉辦日期為 2019年 11月 3日(首選)，或 2019年 10月

27日(次選)。專題講者的嘉賓初步建議為麥潤壽或余國健。 

     (2) 13/10-30/11烹飪班 

 - 主席仇太匯報上述活動順利舉行，參與率達八成，參與之家長大部份為中一級的家

長。仇太建議下學期烹飪班開四次，分別星期六一次，星期日三次）。 

(3) 2/11/2018電影欣賞 

 -  杜老師匯報是次電影欣賞活動已順利舉行，家長積極參與，反應正面。 

(4) 種蘿蔔(3/11、13/12) 

 -  唐先生匯報，於 11月 3日的播種及 12月 15日的除草活動均順利完成，中一級同學將

會於 2019年 1月 26日到田地採收蘿蔔，家長義工將於 2019年 1月 27日在學校做蘿

蔔糕，同日可派發予區內之老人家。 

(5) 成就子女個人卓越夢(19/11-10/12) 

 -  上述活動唐先生匯報已順利進行，但由於導師因事缺席其中一次活動，所以次數只有

三次。唐先生將會跟進，聯絡導師再作安排。 

(6) 21/11/2018「廢物利用~垂直綠化花卉栽種」 

 -  唐先生匯報已於學校之環保溫室以廢物利用方式栽種花卉，中二級同學將於下學期負

責繼續種植之工作。 

(7) 6-7/12/2018 預備開放日曲奇餅 

 -  家教會主席仇太匯報，非常感謝二十多位家長義工協助製作開放日(8/12)之曲奇。由

於數量較多，下年度可改較簡單之小食。 

(8) 18/1/2019「割水仙」 

 -  唐先生說上述活動已順利進行，部份水仙用以贈送區內的老人家，另一部份由學生帶

回家。 

(9) 20/1/2019「吉澳東平洲一日遊」 

 -  是次活動共有 180人參加，本校參與人數約 160位。由於由於是次活動以旅行團包團

形式舉辦，如出席人數與預期參與之人數出現落差，我校需繳付額外費用。有見及

此，唐先生邀請了校外有興趣的人士參加。有老師委員及家長委員表示，邀請校外人

士參加可能牽涉安全及保險賠償問題，建議若下年度再舉辦同類型的活動，可先考慮

參加人數，若反應踴躍，可進行抽籤或預先訂下參加活動的優先次序。另有建議於報

名時先向參加者收取按金，待活動完成後才退回按金，希望能確保參與人數，亦方便

主辦單位作跟進安排。 

 



 

 

(三) 近期活動 

 

(1) 杜老師向家長委員匯報已收妥由 4位家長委員撰寫的家長通訊稿件，並已開始進行較

對及排版工作。家長通訊會於家長日(24/2)派發。 

 

(2) 杜老師向家長委員匯報高中選科講座將於 2019年 3月 17日舉行，是次講座除中三級

家長務必出席外，也歡迎中二級及參與。 

 

(3) 杜老師匯報小六升中家長講座將於 2019年 4月 13日舉行，希望邀請一位家長委員於

當天分享自身經歷，獲家長委員李太答允出席。 

 

(4) 杜老師匯報「新春團拜」活動已改名為「家長聯誼」活動。「家長聯誼」活動將於

2019年 2月 22日舉行，開始時間為下午 12時 30分，地點為校內 014活動室。 

 

(5) 唐先生向家長委員匯報下學期的家長興趣班之安排，唐先生負責跟進。 

 

(6) 杜老師於是次會議徵詢家長委員對親子講座的舉辦的時間及主題的看法。有家長委員

建議以「溝通」作為是次講座的主題，此建議獲得其他委員一致贊同，杜老師和社工

負責聯絡和跟進。 

 

(四) 其他事項 

 

(1) 吳校長於會議開始前，向家長委員介紹一段關於田慶先校監受訪的片段，片段內容圍繞

田校監憶述父親田家炳博士的善行和與父親相處的點滴。 

 

(2) 主席仇太表示有家長希望向校方查詢有關同學配帶智能手錶事宜。崔副校長回應指校方

已透過早會及家長通告發放有關訊息。另有家長委員稱讚本校訓導組能適時及適切地回

應同學及家長之訴求，所發放之訊息清楚明確。 

 

 

 

 

下次開會日期：2019年 3月 20日(星期三)下午 4:00                散會時間：5:55pm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執委會 

第十四屆 2017至 2019 年度  第八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19年 3月 20日(星期三) 

地點  ：六樓會議室 

時間  ：下午四時 

紀錄  ：李詩恆老師 

出席者：家  長 – 仇張景芳女士、馬李青青女士、黃古秀英女士、冼黃瑞霞女士 

                  黃卓秀潔女士、梁陳淑芬女士、李余凱婷女士、謝林蓉蓉女士                                 

老  師 -  崔慶華副校長、杜慧敏老師、李詩恆老師、湯廣蘭老師  

 列席者 -  吳潔容校長、唐偉強先生、楊文娟女士、雷宗憲社工 

 

(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學校選用課本事宜 

崔副校長向家長委員交代新學年書商招標事宜。新學年將由商務印店為本校製訂書單及提

供訂購課本服務。合約為期三年。 

 

(三) 活動檢討 

     (1) 22/2/2019新春團拜 

- 委員認為今次新春團拜以家長小聚形式舉辦，能讓家長較易投入參與活動，氣氛良

好，希望來年之新春團拜繼續以此形式舉辦。 

   (2) 8/3/2019紅茶菌分享製作 

 - 唐先生匯報上述活動順利進行，但今次活動只供家長委員及家長義工參與，杜老師建

議若再舉辦此類活動，希望可發通告給全校家長，讓有興趣的家長也可報名。 

 

(四) 近期活動 

(1) 小六升中英語體驗日 13/4/2019  

    杜老師匯報已邀得本會副主席李余凱婷女士擔任小六升中講座之分享嘉賓。 

 

(2) 親子講座 12/4/2019 

 社工雷先生交代講座之安排，是次親子講座講題「滑時代的親子管教」，希望透過分

享讓家長明白如何將手機轉成親子溝通的媒介。講者嘉賓為家庭發展基金總幹事羅乃

萱太平紳士，活動定於 4月 12日晚上七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 014在室舉行。電子版

家長通告會於本星期發出，杜老師鼓勵各家長委員踴躍參與。 

 

(3) 烹飪班 

 唐先生匯報烹飪班之安排，共有五堂，日期如下： 

 26/4(五)梅子食用酵素及梅子醋製作班。參加費用來 30.00，另參加者需自備兩個

兩公升的玻璃瓶。 

  3/5(五)環保酵素製作應用班，參加費用 30.00。 

  10/5(五) 椰汁焗年糕。 

  18/5(六) 雞尾包、墨西哥包。 

  24/5(五) 素叉燒包。 

 

(4) 青少年心理證書課程 

 唐先生向家長說明，上述課程將於六月舉辦，共三或四節課，現等待導師回覆才能確

定上課日期。 

 

 

 



 

 

 

 

(四) 家教會周年大會 

 杜老師宣布已邀得麥潤壽答允擔任周年大會之分享嘉賓。此外，下學年將選出新一屆家

教會委員及家長校董，杜老師誠邀現屆委員積極考慮參選。 

 

(五) 其他事項 

 

(1) 唐先生會跟進上次會議中所提及的「成就子女個人卓越夢」活動。 

 

(2) 唐先生就參觀深圳中藥貿易市場一事徵詢家長委員意見。 

 家長委員提議可將參觀活動加入成為新一期中醫班的活動，初步建議課程設計為理論課

（3或 4堂）及參觀活動(1次)。此建議需待醫師回覆後再作安排。 

 

(3) 唐先生邀請家長委員於暑假期間，擔任「兒童發展基金(CDF)」學習活動中心的家長義

工，帶領同學到深圳科技公司(華為)參觀。 

 

 

 

 

 

 

下次開會日期：2019年 5月 29日(星期三)下午 4:15                散會時間：5:05pm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執委會 

第十四屆 2017至 2019 年度  第九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19年 5月 29日(星期三) 

地點  ：六樓會議室 

時間  ：下午四時十五分 

紀錄  ：李詩恆老師 

出席者：家  長 – 仇張景芳女士、馬李青青女士、黃古秀英女士、冼黃瑞霞女士 

                  梁陳淑芬女士、余淦楓先生                                 

老  師 -  杜慧敏老師、陳淑娟老師、李詩恆老師、姚敏儀老師、唐偉強先生  

 列席者 -  吳潔容校長、楊文娟女士、雷宗憲社工 

 

(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試後活動社際電競比賽 

  吳校長向家長委員表示，希望透過是次會議收集家長委員的意見再作決定。校長邀請課

外活動組姚老師向委員介紹此活動之具體安排。 

詳情如下: 

比賽由課外活動組及本校電腦科合作籌辦，目的是為了讓同學於考試後能放鬆身心。負責

協助此活動的同學已向課外活動組老師提交一份詳細的計劃。 

比賽以社際形式進行，四社各兩隊（每隊五位隊員）於電腦室作賽。 

此比賽之安排及詳情將待全體同學考試完結後才公佈，以免影響同學之考試表現。同時，

此比賽並不會恒常性地舉辦。 

  有委員認為於學校舉辦電競比賽雖然會令一些家長感到擔憂，但若能在籌辦過程中能對

全校同學作出正面教育，舉辦此類型比賽亦未嘗不可。同時，於試後活動舉辦電競比賽亦頗

見新意，可作嘗試。 

  吳校長向家長委員作出以下補充說明： 

希望透過舉辦此比賽向同學說明關於電競活動的正負面影響。 

校方關注此比賽所選取之內容是否合適。 

校方確保同學於此比賽中不會進行網上連結對戰。 

  家長委員提出，負責此比賽之老師可於比賽前發放參賽名單及家長信，讓家長知悉。 

  主席仇太動議對電競比賽進行表決，結果如下：同意票數－6；反對票數－0。家長委員

一致通過支持學校於試後活動舉辦社際電競比賽，委員冼太和黃太將跟進此項活動。 

 

(三) 活動檢討 

(1) 12/4/2019 親子講座，杜老師向家長委員匯報，報名人數為 110人，出席實數有 75

人，反應不俗。參加的家長也滿意講座之安排，認為內容切合家長需要，但略嫌答問部

份時間不足。 

(2) 13/4/2019 小六升中講座，家長委員表示講座分享之內容豐富，但內容偏向如何協助子

女學英文，建議可多分享家長如何協助子女適應中一生活。 

(3) 26/4,3/5,10/5烹飪班；仇太匯報「環保酵素製作班」已順利舉行，而三堂烹飪班因其

中兩班報名人數不足而取消，只能舉辦星期六的「雞尾包及墨西哥包」製作班。 

杜老師表示下學期開始，家長興趣班之報名方法，試以 e-class Parent App進行，希望減

少油印家長信，故此家長可能未能及時得知相關訊息，因在試行階段，會密切留意跟進。 

 



 

(四) 近期活動 

(1) 家長小聚暨義工嘉許禮，定在 18/6上午 9:30至 12:00舉行，家長信將於六月初發出。  

(2) 舊書買賣 12/7/2019，活動於散學禮當天下午舉行，稍後會印發家長信。部份家長委員

願意擔任義工，協助買賣舊書及維持秩序。 

(3) 接待升中一新生家長，16/7(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是次會議中誠邀家長委員在

16/7上午，回校與新生家長分享本校情況，及介紹家教會。 

(4) 中一家長講座(20/8) 和 中一迎新日(31/8)，主席仇太都會出席。 

 

（五）家教會周年大會 

新學年的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定於 2019年 11月 3日舉行，是次大會將選出新一屆委

員及家長校董。杜老師鼓勵現屆家長委員考慮繼續參選。 

 

（六）其他事項 

 

(1) 吳校長向家長委員交代本年度畢業典禮之安排。本年度中六級之畢業禮定於 6月 28日冕

上於學校禮堂舉行，由於坐位有限，除畢業同學外，典禮只邀請畢業班的家長及中五級

同學參加。 

(2) 吳校長向家長委員匯報，崔副校長因身體健康問題，決定辭任副校長一職，但他仍會於

本校服務及執行教學職務，在此感謝崔副校長所付出的努力。吳校長表示，學校已展開

新任副校長之遴選工作，待確實後會向家教會公佈。 

(3) 杜老師向家長委員交代及解釋，本會之銀行户口事宜，詳請如下： 

家教會接獲匯豐銀行通知，本會於匯豐銀行開立之户口名稱與本會會章所顯示的名稱不

符。 

若學校未能於 6月 16日前處理户口名稱不符問題，本會之銀行户口將被凍結。 

有鑑於此，杜老師動議修改會章，以解決此問題，並於是次會議中進行表決， 

   結果如下：贊成：6票  反對：0票  

家教會委員一致通過修改會章。 

(4)唐先生向家長委員匯報，家長工作坊及中醫班因導師未能安排時間而暫不舉辦。 

 

 

 

 

 

下次開會日期：2019年 8月 26日(星期一)下午 2:30                散會時間：6:05pm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執委會 

第十四屆 2017至 2019 年度  第十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19年 8月 26日(星期一) 

地點  ：六樓會議室 

時間  ：下午二時三十分 

紀錄  ：李詩恆老師 

出席者：家  長 – 仇張景芳女士、余凱婷女士、冼黃瑞霞女士、梁陳淑芬女士                                                   

老  師 -  杜慧敏老師、陳淑娟老師、李詩恆老師、姚敏儀老師、湯廣蘭老師、 

     崔興華老師。 

 列席者 -  吳潔容校長、李家偉副校長、楊文娟女士、唐偉強先生 

 

(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吳校長向家長委員匯報以上事宜 

1. 2019-2020年度堂將繼續凍結。 

2. 李家偉老師被校董會委任為副校長（教務），將於 2019年 9月履新。 

3. 吳校長向家長委員動議於 2019-2020學年凍結兩個高級學位教師教席，原因如下： 

 我校現有剩餘高級教師學位。 

 我校合約制老師人數超過教師編制，學校希望透過由凍結教席所得的資金繼續聘請所

有合約制老師。 

 學校已在教職員會議得到全體教師一致通過此項建議。 

 主席仇太對此項動議表示和議，並獲得全體家長委員一致通過。 

4. 一校兩社工政策將於本校實施。因應本校學生需要，社工機構將多派一位女社工駐校， 

兩間社工室均設於三樓。 

5. 有關坊間有傳聞指屯門區學校有學生將於開學日進行罷課，吳校長作出以下澄清及補充

說明： 

 本校並沒有鼓勵學生罷課。 

 校方關注同學可能因不同政見立場而在學校遭受欺凌，希望能適時適切地為學生提供

情緒上的支授。 

 校方希望透過推行一些教育性課程，深化同學對社會事件的認識和了解。 

 校方關注本年度開學日狀況。 

主席仇太表示，家長群組內的成員十分關注學生罷課事宜，亦關注校方對同學於學校

罷課之立場，仇太希望盡快舉行晚間家長小聚，讓校方及家長透過此平台進行溝通。

吳校長表示校方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並樂意與家長溝通。吳校長並向家長委員表示，

本年度中三文化考察將暫停舉行。 

 

(三) 活動檢討 

1. 18/6/2019 義工聯誼活動 

   家長委員匯報，是次義工聯誼活動已順利進行，籌備時間亦相當充裕。 

2. 12/7/2019 舊書買賣 

  杜老師向家長委員匯報，舊書買賣活動順利完成，報名賣舊書之人數超過 100名。由

於本年度中一至中五級同學可於同一時間內進行買賣，所以活動於當天下午三時己經

完結。 

  有家長委員提出，如學校已安排統一時間作正式舊書買賣活動，同學便不應提早進行

買賣，以免製造不公平情況。 

3. 16/7/2019 中一家長講座 

   杜老師向家長委員表示，家長積極參與講座，招募新家長義工亦相當理想，約有 40人參

加。 

 

 



 

(四) 中一新生輔導日 

1. 20-22/8/2019 中一新生銜接課程及英語銜接課程 

   杜老師向家長委員匯報，中一新生表現投入，學能亦比過往屆別高。 

2. 20/8/2019 中一家長工作坊 

   杜老師表示，工作坊由本校社工雷 Sir負責，他的評價亦相當正面。 

3. 31/8/2019 中一新生輔導日 

杜老師匯報，仇太於中一新生輔導日再次向中一級家長介紹家教會的運作及活動，家長

表現投入。 

 

（五）敬師日安排 

1. 仇太建議本年度敬師日繼續以自製曲奇餅送給老師們以表謝意，獲家長委員一致通過。 

2. 製作曲奇餅之日期為 9月 6及 7日，仇太希望邀請多些家長參與製作。 

3. 仇太和梁太將代表家教會於 9月 9日早會時段，致送曲奇餅給老師們。 

 

（六）義工迎新活動安排及上學期活動介紹 

1. 唐 Sir向家長委員簡述各活動之安排，活動詳情可參閱附件一。 

2. 「家長小聚」迎新日將改於 9月 20日在 014室舉行。 

3. 唐 Sir將負責聯絡安排有興趣之家長到慈山寺當義工。 

4. 家教會旅行將於 12月 15日舉行，費用約為$150，家長信將於九月發出。 

 

（七）課程晚會(27/9/2019) 

杜老師邀請家長委員擔任是次晚會之司儀，結果中一級將由冼太和黃太負責，而李太負責

中二級亦為當晚的大會司儀。 

 

（八）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3/11/2019) 

      工作分配： 選舉主任－杜老師(TWM) 

   司儀－李老師(LSH) 

   選票－朱小姐(office) 

   點票－陳老師(CSK) 

   監票－仇太 

   會議紀錄－湯老師(TKL) 

   茶點－姚老師(YMY)，Irene 

   報告－工作報告(仇太)，財政報告(梁太) 

 

（九）其他事項 

1. 代購針劵事宜：校長向家長委員簡述學校代購針劵的運作與現況，並詢間家長委員是否

需要保留此項目。經商議後，一致決定取消此項目。 

2. 今學年的陸運會定於 10月 15和 16兩日舉行，杜老師表示，學校將透過 school app 邀

請家長到場打氣。 

 

 

下次開會日期：第十四屆第 11次會議 - 2019年 10月 24日(星期四)下午 4:15  

              第十五屆第 1 次會議 – 2019年 11月 14日(星期四)下午 4:15                

散會時間：6:05pm  



 

附件一 

19-20 家長小聚活動一覽 

月份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 內容 費用($) 

九月 

6 (五) 12:00-17:00 
敬師曲奇 全免 

7 (六) 10:00-15:00 

10 (二) 14:00-17:00 

兩天均需出席 
冰皮月餅 30 

11 (三) 

20日 12:30-14:30 「家長小聚」迎新日 全免 

十月 

21/10、23/10、

28/10 & 30/10 
(4 課節) 

14:00-16:30 手機專業拍攝技巧工作坊 
原價$480 

優惠價$240 

23(三) 2:00-5:00 烹飪班：Kimchi製作 30 

31 (四) 2:00-5:00 砵仔糕 30 

十一月 

16 (六) 9:00-12:30 種蘿蔔(播種) 義工 全免 

12 & 28 2:00-4:00 
蘭花栽種創意工作坊 

義工 
全免 

9 (六) 10:00-13:00 烹飪班：泡芙 30 

14(四) 14:00-17:00 烹飪班：草莓大福 30 

待定(平日晚) 

(4 課節) 
19:30-21:00 中醫美容健體班 待定 

十二月 

待定(六) 

(2 課節) 
14:00-16:00 中醫美容健體班 待定 

7 (六) 13:00-17:00 學校開放日當席 全免 

29(日) 9:30-12:30 
社區環保活動 

(兆康苑三、四期) 
全免 

29(日) 14:30-17:30 
社區環保活動 

新屯門中心 
全免 

20 (五) 13:00-15:30 種蘿蔔(疏苗、施肥)義工 全免 

15 (日) 8:30-17:30 天火奇蹟一天遊 
原價$269 

優惠價$150 

一月 

6 (五) 14:00-16:00 水仙班暨社區服務 時價 

18 (六) 9:00-12:30 拔蘿蔔(收成) 義工 全免 

19 (日) 9:00-12:30 造蘿蔔糕 義工 全免 

二月 19 (三) 13:00-15:30 新春團拜 全免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執委會 

第十四屆 2017至 2019 年度  第十一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19年 10月 24日(星期四) 

地點  ：六樓會議室 

時間  ：下午四時十五分 

紀錄  ：李詩恆老師 

出席者：家  長 – 仇張景芳女士、余凱婷女士、冼黃瑞霞女士、梁陳淑芬女士、古秀英女士、

李青青女士。                                                   

老  師 -  杜慧敏老師、李詩恆老師、姚敏儀老師、湯廣蘭老師。 

 列席者 -  李家偉副校長、社工朱姑娘、楊文娟女士、唐偉強先生 

 

(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活動檢討 

1. 9/9/2019 敬師日 

  主席仇太向家長委員匯報，敬師日活動已順利進行。 

   杜老師向各家長委員致謝。 

 

2. 20/9/2019 義工迎新活動 

   仇太表示是次迎新活動吸引了不少新生家長參加，與往年相比，家長的投入感較高。 

 

3. 10-11/9/2019 製作冰皮月餅 

   仇太表示冰皮月餅工作坊已順利舉行，有十多位家長參加。 

 

4. 27/9/2019 課程晚會 

   杜老師匯報參與人數，中一級有 115人出席，中二級有 49人出席。 

   委員李太表示中二級出現超時情況，其他委員認為中二級課程晚會值得保留，從中亦可

得悉有關學科課程的額外資訊。 

 

5. 11/9/2019「和你傾」家長分享會 

   主席仇太表示分享會舉行順利，家長踴躍參與。 

   杜老師說報名人數為 28人，出席人數多達 50名。家長委員認為出席人數較報名人數

多，是因為學校於 9月 9日舉行「田家和理傾」四方會談後，有部份家長希望能對校方

的處理和安排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仇太表示，由於大部份家長均信任學校，亦欣賞老師們在這段期間緊守崗位，所以出席

家長於分享會中的發問並不算大激烈或偏激。 

   

(三) 周年大會選舉事宜 

周年大會於 3/11舉行，杜老師向家長委員匯報大會之安排，邀請家長委員和候選人當天

9:15前到達禮堂。委員們一起檢視和討論上年度之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 

  

 



 

(四) 近期活動 

1.不定期「家長小聚」 
仇太向委員匯報，十月份之家長小聚於 10月 21日舉行，十多位家參加，一起製作紅茶

菌，氣氛良好。十一月份之小聚將於 11月 26日行，主題為環酵製作及小梳打清潔劑製

作。 

 

2.十月份共四堂的手機拍攝技巧班 

唐先生向家長委員匯報，當初預計有十人參加，最終人數只有七名。導師認為學員經過兩

個課節後已開始掌握基本手機拍攝技巧。 

完成課程後，學員將被邀請參與一項「我們的屯門」攝影比賽，每位參賽者可提交最少三

幅照片，並於本校開放日作展覽，評審為是次課程之負責導師。 

 

3.烹飪班 

分別於 10月 23,31和 11月 9,13四天舉行，唐先生說第一次的烹飪班（泡菜製作）改為

10月 25日舉行。 

 

4.學校開放日(7/12/2019) 

本會於開日將派發曲奇和環酵。12月 5、6兩天，於學校進行焗製曲奇。 

 

5.家教會旅行日(15/12/2019) 

唐先生向家長委員匯報，旅行已成團，家長報名人數約 70人，全團人數為 160人，當天

將於西貢上船。 

 

6.家長通訊(1/3/2020) 

杜老師向本屆家長委員致謝，並誠邀現屆委員投稿家長通訊作為年度總結和分享。 

 

 

 

下次開會日期： 2019年 11月 14日(星期四)下午 4:15 

散會時間：6:1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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