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執委會 

第十五屆 2019至 2021 年度  第一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19年 11月 21日(星期四) 

地點  ：地下 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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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余凱婷女士、梁陳淑芬女士、沈羅翠儀女士、 

                  鄭黃凱欣女士、黃林麗媚女士、李黃曦儀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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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慶華老師 

 列席者 -  吳潔容校長、社工朱姑娘、楊文娟女士 

 

(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互選新一屆常務委員各職位 

 

    第十五屆家教會家長委員共十名： 

主席 仇張景芳女士 

副主席 梁陳淑芬女士、杜慧敏老師 

秘書 李黃曦儀女士、李詩恆老師 

財政 梁梁小萍女士、梁陳淑芬女士、崔慶華老師 

總務 李余凱婷女士、陳淑娟老師 

康樂 沈羅翠儀女士、黃林麗媚女士、姚敏儀老師、湯廣蘭老師 

當然委員 鄭黃凱欣女士 

增選委員 阮鄧慧玲女士、梁吳湘芝女士 

 

(三) 委任家長成為學校各委員會的負責委員 

 

食物部管理委員會 李黃曦儀女士、梁梁小萍女士 

標書審批委員會 沈羅翠儀女士、黃林麗媚女士 

帶隊義工聯絡 李黃曦儀女士 

圖書館義工聯絡 梁陳淑芬女士 

 

(四) 近期活動 

 

1.家長小聚「環酵製作及小梳打清潔劑製作」(26/11/2019) 
因停課關係，烹飪班之「草莓大福班」已取消。如情況許可，「環酵製作及小梳打清潔劑製

作」將繼續如期舉行。 

2.學校開放日接待工作(7/12/2019) 

杜老師向家長委員匯報，本年度學校校開放日將改於早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舉行。兩場家長

講座於禮堂舉行。而受社會事件影響，校方決定簡化本年度的開放日規模，故家教會製作曲

奇活動將會取消，而家長義工之接待工作如常進行。 

3.家教會生態遊(15/12/2019) 

主題為"天火奇蹟一天遊"的生態旅遊將如期舉行。 

4.家長通訊(1/3/2020) 

杜老師邀請現屆家教會委員於家長通訊投稿，獲黃太、沈太、李太及梁太答允，交稿限期定

在 20/12/2019。 

 



 

 

 

(五) 其他事項 

 

1. 主席仇太希望家長委員能就學校處理學生罷課及支援同學之安排，發表意見： 

   沈太認為學校的處理非常迅速，能透過 ParentApp及 e-class 向家長及同學適時發放訊

息。此外學校能於復課後安排免費巴士接載居住天水圍的同學回校上課(約 25人)，做法

值得讚賞。 

   沈太亦認為學校早於九月時所舉辦的「和你傾」家長分享會，能讓家長多了解學校處理是

次社會事件之安排，十分奏效。 

  杜老師向家長委員表示，學校於停課期間已於網上(e-class)發放各級之學科習作及溫習

進程，家長委員均認為做法恰當。 

  杜老師反映，有個別同學因社會事件而沒有回校上課，社工會跟進及了解相關同學的情

況。 

   委員李太表示，於網上得悉有少部份同學因社會事件而可能持續出現負面情緒或行為，

希望校方多加留意及跟進。社工朱姑娘表示有跟進個別個案。 

  大多家長委員滿意學校處理事件之安排。 

 

2. 周年大會檢討 

杜老師表示，本年度周年大會共有 277人出席，大會流程順暢，食物充裕，講座內容切合

家長所需，反應熱烈。 

 

3. 新春團拜 

家長新春團拜定於 2020年 2月 14日下午一時舉行，誠邀家長委員及義工出席。 

 

 

 

 

 

下次開會日期： 2020年 2月 5日(星期三)下午 4:15 

散會時間：5:55pm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執委會 

第十五屆 2019至 2021 年度  第二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20年 5月 14日(星期四) 

地點  ：地下 014室 

時間  ：下午二時 

紀錄  ：湯廣蘭老師 

出席者：家 長  -  仇張景芳女士、李余凱婷女士、梁陳淑芬女士、沈羅翠儀女士、 

                  黃林麗媚女士、李黃曦儀女士、梁梁小萍女士                                              

   老 師  - 杜慧敏老師、湯廣蘭老師、陳淑娟老師、崔慶華老師 

 列席者 -  吳潔容校長、唐偉強先生、社工雷 Sir、楊文娟女士 

 

(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活動檢討 

2.1 開放日：出席者覺得活動較少，間中有中六家長提問。 

2.2 潤膚乳、潤唇膏製作：有 3,4位已報名家長忘記出席，建議往後活動須透過 

   SMS/Parents App 提醒出席，並將名單交委員聯絡已報名家長出席。 

     2.3 旅行：雖參加者眾，但因大浪參加者多嘔吐，預定活動無法進行。建議下次可考慮經陸 

              路去觀賞，約 1小時，11-1月較適合。 

 2.4 蘿蔔施肥：整體表現尚可，但部份植物被弄死，並因天氣問題趕不及派送過年，放在雪 

              櫃損壞。可考慮造菜脯、醃蘿蔔，不再造蘿蔔糕。 

 2.5 切割水仙花班：今年水仙頭欠佳。 

 2.6 整蘿蔔糕：完成。學生有點失望，因未獲派蘿蔔糕。 

 2.7 取消的活動：社區環保(只得 1人報名)、拔蘿蔔、新春團拜。 

 

 

    (三) 停課安排 

 3.1 學習安排 早期網上發放教材及功課  三月開始編定上課時間表，Zoom 實時上課及 

              Google Classroom  五月初開始 8:15am第 1堂，主要上午上課，下午個別輔導。 

 3.2 其他 

 - 給中六學生打氣包令學生感受支持。 

 - 郵寄口罩給有需要的同學。 

 - 提供電腦支援予有需要的學生。 

 - 班主任致電聯絡學生及家長。  

 - 18/5-22/5 下午周會：中三選科(星期三)、復課具體安排  家長認同時間表安排  

       學生覺得不同學習模式都有利弊(Zoom 網上課堂/拍片)  學生、家長需時間掌 

            握。 

 - 家長看法： 復課前已安排早上點名，學生作適有規律  與子女溝通機會增加， 

            相處輕鬆  學生群組有助支援同學間情緒及學習問題  學生覺得功課多、壓力 

            大。 

 - 校長聯絡中六學生(70%)：感覺家長壓力大。 

    

 

 

 

 

 

 

 



 

 

 

 

 3.3 復課安排 

 -  每堂 30分鐘，下午 1:00放學。 

 -  取消年終考試，集中教學。星期六及周會時間進行統一測考，每科 2次。原則： 

                重視教學  有公平評估  支援稍遜學生。 

 -  細節落實後知會家長。 

 

(四) 家長通訊：7月底派發 

 

(五) 周年大會嘉賓人選：陳德恆、程介明、黃鎮昌(Marco Wong)。 

 

(六) 其他事項 

 6.1家長活動： 嘉許日+家長小聚(仇太負責跟進)  meditation 導師(吳校長負責跟進)  

            製作口罩義工活動(杜慧敏老師+唐 Sir 跟進) 

 6.2 因仇太兒子本年度畢業，要另選一委員接任主席，議決： 

       主席：梁陳淑芬女士 

     副主席：梁梁小萍女士 

       財政：黃林麗媚女士 

             康樂：梁吳湘芝女士 

      

 

 

 

 

 

 

 

 

 

 

 

 

 

 

 

 

 

 

 

下次開會日期： 2020年 7月 15日(星期三)下午 2:00 

散會時間：5:10pm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執委會 

第十五屆 2019至 2021 年度  第三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20年 7月 23日(星期四) 

地點  ：Zoom meeting 

時間  ：下午二時 

紀錄  ：李詩恒老師 

出席者：家 長  -  仇張景芳女士、李余凱婷女士、梁陳淑芬女士、鄭黃凱欣女士、 

                  梁吳湘芝女士、梁梁小萍女士、李黃曦儀女士 

   老 師  - 杜慧敏老師、湯廣蘭老師、李詩恒老師、崔慶華老師、姚敏儀老師 

 列席者 -  吳潔容校長、楊文娟女士 

 

(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副校長安排 

 

2.1 吳校長匯報新學年增聘副校長之安排。經過與校董會商討，希望增聘多兩位副校長以

協助日益繁多的學校事務。經過遴選，新任副校長分別是孫桂龍老師和黃慧薇老師。

孫桂龍老師現職於本校，任教化學科，他將協助處理課程及教學事務。黃慧薇老師現

職中學副校長，將於 9 月到任後任教中文科，並協助處理學校的人力資源管理及教師

培訓事宜。 

2.2 吳校長表示，由於疫情反覆，現時學校十分關注暑假及開學安排。有三個事項需要關

注。第一，高中同學之暑期補課將以網上授課形式(ZOOM Live Lessons)進行。第

二，學校已聯絡導師以網上授課形式(ZOOM Live Lessons) 支援初中能力較弱同學完

成暑期課業。第三，中一新生銜接課程可能因疫情反覆而取消。如新學年不能順利開

課，學校將按學校時間表改用網上形式授課。 

 

主席仇太提議，希望學校能為中一新生同學開設 ECLASS戶口，讓他們能掌握學校資

訊及上課模式，以協助適應中學生活。 

 

吳校長表示，會與學校 IT 部門商討，希望盡早為中一同學開設 ECLASS 戶口，讓他們

熟習 ECLASS 運作。她亦會與英文科商討，希望英文科可為同學提供網上課堂和支

援。至於為同學提供個人成長課則較為困難。此外，本校約有 40 多位跨境同學，他

們於新學年未必能回校上課，學校將會密切留意教育局的宣佈，予以協助。 

 

2.3 吳校長匯報本校同學於香港中學文憑試的表現。本年度由於疫情關係，成績單電子版

於當天早上透過電郵發送給同學。所有老師均回校以支援有需要之同學。本校約有七

成同學考獲入讀本地資助大學的資格。吳校長希望未能成功入讀大學之同學透過報讀

副學士或高級文慿課程繼續增值自己。當天升就組老師接獲 10多位同學的電話查

詢，亦有 20多位同學回校尋求升學輔導資訊。同學可於放榜當天及翌日回校領取成

績單正本。 

 

 

 

 

      

 

 

 

 



(三) 活動檢討 

3.1 家長縫製口罩活動 

杜老師表示，此活動於 6 月籌備，共有 16 位家長參加，合共縫製了 283 個口罩，尚

有 3位家長未交回口罩。 

3.2 14 / 7 /2020 中一家長會 

主席仇太表示，由於疫情關係，上述中一家長會取消。 

3.3 14 / 7 /2020  義工嘉許禮 

主席仇太表示，由於疫情關係，上述中一家長會取消。 

杜老師表示，為答謝家長義工，義工嘉許證書已印妥，將於新學年透過同學轉交家

長。 

 

 

(四) 近期家長教師會活動 

4.1 29 / 7 / 2020 舊書買賣 

杜老師表示，由於疫情關係，避免人群聚集，上述活動取消。 

4.2 18 / 8 / 2020 「中一家長如何協助子女適應中學生活工作坊」  
杜老師表示，由於疫情關係，暫未確定上述活動會否取消。 

4.3 29 / 8 / 2020 中一迎新日 

杜老師表示，由於疫情關係，暫未確定上述活動會否取消。若能如期舉行，將邀請新

任家教會主席梁陳淑芬女士出席。 

 

 

(五) 家教會周年大會 (22/11/2020 星期日) 

5.1 杜老師表示，校長根據家教會委員於上次會議中提議，已初步聯絡陳德恒先生擔任家

教會周年大會的嘉賓講者。有關周年大會的其他安排將於下次會議中商量。如因疫情

關係未能於學校舉行家教會周年大會，是次大會將以網上實播形式向家長匯報本會之

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 

 

  (六) 其他事項 

6.1 杜老師代唐 SIR 詢問家教會委員對籌辦家教會旅行之建議。唐 SIR 初步建議地黠為馬

屎洲或荔枝莊，首選日期為 2020 年 12 月 6 日，但是次活動可能因應疫情而有所改

動。 

6.2 杜老師詢問家教會委員對來年開辦家長興班的看法。有家長委員提議繼續開辦烹飪

班、環保酵素製作班。另有家長委員提議開辦跳舞班、書法班、插花班、科技資訊應

用班和濕疹藥膏製作班等。但由於疫情關係，有家長委員提醒若家長需要配帶口罩參

加跳舞班或運動班可能會有危險，可開辦的機會率不高。杜老師提議會先將有機會開

辦之興趣班於 9 月派發的家長信中列出，以了解家長對參加各項興趣班的意願，才作

決定。 

  

 

 

 

下次開會日期： 2020年 8月 24日(星期一)下午 2:00 

散會時間：3:00pm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執委會 

第十五屆 2019至 2021 年度  第四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20年 8月 24日(星期一) 

地點  ：Zoom meeting / 301課室 

時間  ：下午二時三十分 

紀錄  ：李詩恒老師 

出席者：家 長  -  仇張景芳女士、李余凱婷女士、梁陳淑芬女士、鄭黃凱欣女士、 

                  梁吳湘芝女士、梁梁小萍女士、李黃曦儀女士、黃林麗媚女士 

   老 師  - 杜慧敏老師、湯廣蘭老師、李詩恒老師、崔慶華老師、陳淑娟老師、 

                  姚敏儀老師 

 列席者 -  吳潔容校長、楊文娟女士、唐偉強先生、社工雷先生 

 

(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開學安排 

 

2.1 吳校長希望於是次會議中向家教會委員動議，本年學校將凍結 4 個高級學位教師

(SGM)職位，所得資源將用以增聘人手協助教學及行政工作。此動議獲家教會委員一

致通過。 

2.2 崔老師匯報本校開學之最新安排。由於疫情關係，教育局宣佈暫時停止所有面授課

堂，直至另行通知。本校老師將依照學校編制的特別時間表以線上形式授課(Zoom 

live lessons)。 同學每天上 4 節課堂，每節 1 小時，課節之間有 15 分鐘小息時

間。同學每天需於上午 8 時進入線上教室，班主任會進行點名工作，其後 4 節課堂的

科任老師亦會於課節的首 5 分鐘點名，以確保同學出席課堂。缺席者名單由校務處透

過 ParentApp 通知家長。跨境同學如於登入線上課堂時遇到技術困難，學校 IT 組將

提供適時的支援。另外，學校將安排同學於 9 月份分批回校領取課本、教材或筆記，

方便同學在家學習。 

2.3 主席梁太及部份家長委員就開學安排作出以下提問： 

1. 同學按特別時間表上課時，有多少次小息時間? 

2. 中六同學會否有補課時間? 

3. 同學於線上課堂進行時是否需要開啟視訊鏡頭? 

4. 同學何時才會收到分班名單? 

2.4 崔老師就家長提問作出以下回應： 

1. 同學每天有 3個小息，每次 15分鐘。 

2. 中六同學將於 9 月中開始，以線上形式於下午進行補課。選修科的補課在星期

二及四下午 2時進行，核心科目的補課則在星期六早上進行。 

3. 同學於線上課堂進行時需要開啟視訊鏡頭。 

4. 同學將於 8月 26日收到分班名單。 

 

(三) 活動檢討 

 

3.1 中一新生八月活動 

杜老師匯報，因疫情關係，中一新生銜接課程改為三天的線上工作坊，第一天的工作

坊由德、訓、輔老師負責，第二及第三天為英文銜接工作坊。所有中一同學已出席上

述活動。 

 

  

 



  

 

 

 

(四) 上學期活動安排 

 

4.1 29 / 8 / 2020 中一迎新日 

杜老師表示，由於疫情關係，中一迎新日以線上形式舉行。迎新日分為兩部份，第一

部份為學校簡介，第二部份為各班主任面見同學的時間。 

4.2 敬師日 
主席梁太動議今年敬師日由家教會委員及義工製作合桃酥送給老師，以表謝意。此動

議獲家教會委員一致通過。家教會委員及義工將於 9 月 7 日、9 月 8 日及 9 月 9 日上

午 10 時至 4 時於本校家教會室製作合桃酥，人數上限為 10 人，家長需要跟從學校的

防疫措施。 

4.3 課程晚會 

杜老師表示，課程晚會將於 9 月 25 日舉行。但由於疫情關係，課程晚會以線上形式

舉行。今年的晚會將全由老師負責。 

4.4 家教會旅行 

唐 SIR 表示，若疫情受控及政府放寬防疫措施，家教會旅行將於 11 月 29 日舉行，地

點為馬屎洲。另外，學校將於 9 月至 10 月舉辦網上家長工作坊，導師為香港理工大

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工作博士。課程內容包括培養孩子生存力、培養孩子正向情緒

和正向思維、培養孩子個人發展力及培養孩子個人理財管理力。杜老師表示，會於 9

月份向家長發出通告，以了解家長對參與上述活動之意欲。 

4.5 家長小聚 

杜老師表示，黃慧薇副校長希望透過家長小聚以了解同學在家中學習狀況及家長對本

校於疫情期間所推行的各項措施的意見。家長小聚於 10 月 9 日下午 4 時 30 分至 6 時

於線上進行，分初中及高中兩組，歡迎各家長參與。 

4.6 興趣班 

杜老師表示，會於 9月份向家長發出通告，以了解家長對參與各項興趣班的意欲。 

 

 

      (五) 家教會周年大會 (22/11/2020 星期日) (嘉賓：陳德恒先生) 

5.1 杜老師表示，陳德恒先生已答允擔任家教會周年大會的講者。若疫情轉差，是次大會

將以網上實播形式向家長匯報本會之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有關周年大會的工作安排

如下： 

1. 匯報本會之工作報告：主席梁陳淑芬女士 

2. 匯報本會之財政報告：黃林麗媚女士 

3. 司儀：梁梁小萍女士、李詩恒老師 

 

  (六) 其他事項 

6.1 家長委員反映，有部份高中同學於暑假線上補課時，未能找到該課堂的學習筆記。崔

老師表示，所有科任老師的筆記已於補課前上載至雲端及網上教室，希望同學培養自

行查看及下載電子筆記的習慣。杜老師表示，學校明白有同學未能於家中打印筆記，

所以學校將安排同學於 9 月份分批回校領取老師為他們準備的教材或筆記，方便同學

在家學習。 

  

下次開會日期： 2020年 10月 28日(星期三)下午 2:30 (ZOOM MEETING) 

散會時間：5:00pm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執委會 

第十五屆 2019至 2021 年度  第五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20年 10月 28日(星期三) 

地點  ：地下 010 活動室 

時間  ：下午二時三十分 

紀錄  ：李詩恒老師 

出席者：家 長  -  仇張景芳女士、李余凱婷女士、梁陳淑芬女士、鄭黃凱欣女士、 

                  梁梁小萍女士、李黃曦儀女士 

   老 師  - 杜慧敏老師、湯廣蘭老師、李詩恒老師、崔慶華老師、陳淑娟老師、 

                  姚敏儀老師 

 列席者 -  吳潔容校長、黃慧薇副校長、楊文娟女士、唐 Sir、社工雷先生 

 

(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活動檢討 

 1.敬師日 

        - 敬師日因疫情關係取消。 

 2.家長學苑(28-30/9、 5,7,12/10) 

         -  家長學苑以線上形式進行，第一節課堂約有 70多位家長參與，隨後課節約有 40多 

  位家長參與。 

- 有家長委員認為是次課堂內容豐富，導師和家長間有互動和交流。 

- 有家長委員表示每課節時間較長(約 2小時)令家長覺得有點疲勞，建議可縮短課節時

間及增加課節。 

3.家長小聚(9/10/2020) 

   - 杜老師表示，家長小聚以線上形式順利進行。 

     各級的參與人數如下： 

     中一級：約 60多人 

     中二及中三級：約 10多人 

     中四及中六級：少於 10人 

- 有家長委員表示，以線上形式舉行有可取之處，可考慮再以此形式再辦。初中級家長

踴躍發問，希望了解同學之學習狀況和需要。高中級家長則較少提問，他們大多關心

高中同學之學習進度及學校於疫情期間如何協助同學應付公開考試。 

- 崔老師及吳校長均表示，以線上形式舉行可讓較多家長參與，部份家長會主動回應， 

並能分享自身經驗，促進彼此之間的溝通。 

 

(三) 周年大會事宜(22/11/2020) 

     - 杜老師向家長委員簡介周年大會之分工安排。因疫情關係，家長將於 11月 19日收到健 

       康及旅遊申報表，並於周年大會當天收集。 

     - 當天初中班主任將派發測驗成績單。當天每一家庭只可派一位家庭成員出席。 

     - 家長委員將於上午九時十分回校協助周年大會工作。 

 

 

 

 

 

 

 

 



 

 

 

(四) 近期活動 

     1. 親子旅行 

   - 杜老師表示，約有 20多位家長表示有興趣參與。 

        - 唐 Sir表示，由於表示參與的人數不多，建議可考慮選擇由政府資助的本地旅遊團。 

        - 經討論後，杜老師建議先由唐 Sir 搜集相關資料，再於下一次會議再作決定。 

 2. 烹飪班 

    - 杜老師表示，本年度「家長小聚」興趣班將開設烹飪班及花藝班。 

    - 花藝班將聘請校外導師教授，建議支付導師車馬費為每課節$500，獲家教會一致通 

           過。 

  3. 學校開放日(12/12/2020) 

    - 杜老師表示，學校開放日暫定於 12月 12日舉行，希望家長委員及義工屆時協助開放 

           日之招待工作。因疫情關係，學校將於 12月 1 日作最終決定。 

       - 唐 Sir 誠邀家長協助於温室種植士多啤梨，希望於開放日派發。 

 4. 家長通訊(14/3/2021) 

    - 杜老師表示，感謝各家長委員協助製作家長通訊。現誠邀家長委員於新一期家長通訊 

           投稿，獲委員鄭太答允。 

 5. 不定期「家長小聚」 

     - 杜老師表示，10月之家長小聚已順利進行，家長踴躍參與，十分理想，建議下學期 

            再就另一議題與家長進行交流。 

          - 杜老師表示，如疫倩穏定，希望 2021年能舉辦家長新春團拜。 

 

(五) 其他事項 

     1.唐 Sir 表示，他參加了一非牟利組織並獲得政府資助，於屯門新墟開設了一環保回收中 

        心，可動員學校家長積極參與環保回收工作，現誠邀本校家教會參加此項計劃。        

 2.列席者楊女士表示，有家長於群組反映學生所購買之練習簿數量過多，建議減少練習簿 

        之數量，避免浪費。杜老師表示會向教務組反映家長意見。 

 3.有家長委員表示，有家長於群組反映，學校會否考慮把各科歷年測驗卷放於網上讓學 

        生下載。崔老師及黃副校回應，因版權問題，本校各科之測驗卷並不會上載於網頁，但 

        學生可於學校圖書館複印歷年之測驗卷，同學於完成練習後可向科任老師索取答案。 

 4.列席者楊女士表示，有家長於群組反映家長較難於學校網頁得悉學校對同學服飾儀容之 

        要求。訓導組陳老師表示，對於同學服飾儀容之要求已上載於學校內聯網，讓同學知 

        悉。崔老師建議可於 Parent App 發送家長信時附上對同學服飾儀容之要求指引，讓家 

        長查閱。杜老師建議可交由本校訓導組決定是否採納此建議。 

 5.杜老師表示，今年唐 Sir 榮休，想藉此感謝唐 Sir多年來於家教會作出的貢獻，並邀 

        請唐 Sir分享感受。 

 

 
  
 

      

 

 

 

散會時間：4:55pm  

下次開會日期： 2021年 1月 19日(星期二)下午 3:00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執委會 

第十五屆 2019至 2021 年度  第六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21年 1月 19日(星期二) 

地點  ：301室 Zoom 會議 

時間  ：下午三時 

紀錄  ：李詩恒老師 

出席者：家 長  -  仇張景芳女士、梁陳淑芬女士、鄭黃凱欣女士、梁梁小萍女士、 

                  李黃曦儀女士、黃林麗媚女士，沈羅翠儀女士、梁吳湘芝女士 

   老 師  - 杜慧敏老師、湯廣蘭老師、李詩恒老師、崔慶華老師、陳淑娟老師、 

                  姚敏儀老師 

 列席者 -  楊文娟女士、社工吳姑娘、社工朱姑娘 

 

(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期中試安排 

 2.1杜老師向家長委員滙報，因疫情關係，學校原訂於 2021年 1月 22日舉行之期中試， 

          將延至 2021年 2月 19日(農曆年假後第一天)進行。跨境同學將於網上應考。  

 2.2崔老師表示，若疫情穩定而教育局准許同學回校參與考試，期中試會按照原定計劃進 

          行(考試日期︰2月 19日至 3月 4日)。若疫情反覆以至教育局宣佈繼續停課，學校會 

          作出其他安排及措施。 

 2.3有家長委員提出以下問題︰ 

     1. 假如教育局宣佈農曆年假後繼續停課，學校會否安排所有級別學生於網上應考? 

     2. 假如同學於考試期間身處需要強制檢疫之大厦，可否回校繼續進行考試? 

     3. 考試範圍會否因考試延期而有所變更? 

          4. 假如不能按照原訂日期進行考試，中三級同學會否有特別安排? 

      5. 中六級統一測驗分數將如何計算? 

 2.4 杜老師及崔老師就家長提問作出以下回應： 

     1. 學校希望同學能於校內進行考試。若因疫情關係未能於校內進行，學校將有其他安 

             排，並會盡快通知家長和同學。 

     2. 同學如身處需要強制檢疫大厦，同學需要等待完成檢測，而檢測結果呈陰性，才可 

             回校進行考試。學校行政主任將密切留意各強制檢疫大厦之名單，並通知相關同 

             學。同學如因此缺席考試，學校將按現行機制作處理和調適。 

     3.考試範圍由各科目決定，但會清楚告知同學。 

     4.若未能按照原訂日期進行考試，學校會考慮其他替代方案，讓中三級同學處理中四 

            選科事宜。 

     5.中六級統一測驗分數將由各科目自行決定所佔比例。但若因疫情而未能舉行模擬考 

            試，統一測驗分數所佔比例會提高。 

 

(三) 活動檢討 

     3.1家長興趣班 

         1.烹飪班 

      - 主席梁太滙報，除了紙杯蛋糕製作班因疫情未能舉辦之外，其餘烹飪班已順利進 

             行，在此非常感謝仇太的參與和協助。 

      - 仇太表示，參加者較多為中一級家長。 

 

 

 

 



 

 

 

 

 

         2. 花藝班 

  - 杜老師表示，所有花藝班已順利舉辦。 

  - 楊姑娘補充，花藝班平均約有 6-7人報名參加。     

  - 主席梁太表示，參與花藝班有很多得著，導師亦非常有心。此外，花藝班是首次 

              開辦的家長興趣班課程，吸引了高年級的家長報名參加，往後可開拓更多元化的 

              家長興趣班。 

      3.2家教會周年大會 

     - 杜老師表示，雖然受到疫情影響，是次周年大會約有 270位家長出席，尚算理想。             

     - 仇太表示，由陳德恆先生主持的講座內容豐富，家長反應熱烈。 

 

(四) 一月至三月家長教師會活動及學校活動 

     4.1 𠝹水仙 

    - 杜老師表示，因疫情關係，𠝹水仙及拔蘿蔔活動取消。 

     4.2 20/3/2021(六)小六升中活動 

    - 杜老師表示，小六升中活動及家長講座將有微調，本年度會取消家長分享部份。 

     4.3 21/3/2021(日) 中四選科講座 

    - 杜老師表示，中四選科講座將會邀請中三級家長出席。如疫情反覆，將以線上形式舉 

           行。 

     4.4 28/3/2021(日)家長日及家長通訊 

    - 杜老師表示，因考試延期，本年度家長日將會在 3月 28日舉行。此外，家長通訊建 

           議於 7月派發。 

     4.5 新春團拜 

    - 經商議後，新春團拜暫定於 3月 26日中午舉行，設抽獎及遊戲部份。如能順利舉 

           行，杜老師將會於 3月 12日發出電子通告，讓家長知悉及報名參加。 

     4.6 親子講座 

    - 仇太表示，若因應疫情關係，親子講座可以線上形式舉行。 

    - 社工朱姑娘及吳姑娘分別對講座主題提出以下建議： 

       疫情下與子女溝通/相處 

            紓緩家長(中六級)情緒講座/工作坊 

            了解網絡世界，增進與子女溝通 

    - 杜老師補充，學校已於 1月(16/1,24/1)為中六級同學安排兩次周會，替他們打氣。 

    - 經商議後，委員希望先舉辦以「家長減壓工作坊」為主題的家長講座，並交由社工們 

           作安排和跟進。 

     4.7 家長小聚 

    - 杜老師表示，本校於 10月初以線上形式進行了兩次(初中及高中)家長小聚，藉此了 

           解家長對學校停課期間的安排的意見。如有機會，希望下學期亦可安排家長小聚，增 

           進學校與家長之溝通。 

 

 

 

 

 

 

 

 

 

 



 

 

 

 

(五) 其他事項 

      5.1 杜老師表示，家教會於早年已有永久家長義工會員制度，會費為港幣$40，目的是希望 

          以往曾擔任家教會委員的家長，能繼續參與學校活動，並可繼續接收學校資訊。現時 

          共有 11位永久家長義工會員。 

 5.2 杜老師邀請家長委員(鄭太、梁太、阮太)為本年度家長通訊撰文分享心聲，截稿日期 

          初定為 3月。 

 5.3 杜老師表示，唐 Sir 開設的環保中心現已投入運作，現正招收會員，有興趣的家長委 

          員可索取單張了解詳情。 

 

 

 

 

 

 

 

 

 

 

 

 

 

 

 

 

 

 

 

 

 

 

 

 

 

 

 

 

 

 

 

 

散會時間：4:58pm  

下次開會日期： 2021年 4月 16日(星期五) 

               Zoom Meeting 下午 2:45 或 學校實體會議 下午 4:00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執委會 

第十五屆 2019至 2021 年度  第七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21年 4月 16 (星期五) 

地點  ：地下 014室 

時間  ：下午四時 

紀錄  ：李詩恒老師 

出席者：家 長  -  梁陳淑芬女士、鄭黃凱欣女士、梁梁小萍女士、梁吳湘芝女士 

   老 師  - 杜慧敏老師、湯廣蘭老師、李詩恒老師、崔慶華老師、陳淑娟老師、 

                  姚敏儀老師 

 列席者 -  黃慧薇副校長、仇張景芳女士、楊文娟女士、社工吳姑娘 

 

(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有兩項修正： 

 仇張景芳女士為當然委員，以列席者身份出席家教會會議。 

 其他事項(5.1) 

   家長永久會員制度的目的是希望畢業生之家長能繼續參與學校活動。 

 

 

(二) 介紹「建立關係建立支持」計劃 

2.1 杜老師向家長委員匯報，學校邀請了「香港優質師友網絡」於本校推行「建立關係建 

    立支持」計劃，對象為本校學生、老師和家長。 

2.2 杜老師邀請了「香港優質師友網絡」的項目負責人姚建興博士及陳嘉勵小組於是次 

    家教會向家長委員作介紹，希望各家長委員可對此計劃有更深入的了解。 

2.3 姚博士表示，此計劃有以下目標： 

  培訓學生成為朋輩輔導員。 

     透過舉辦教師課程增強教師營造班級經營的技巧。  

     透過舉辦家長工作坊增強家長與學生之間的溝通。 

2.4 姚博士在簡介計劃之後，向各家長委員了解其子女的學習特徵、成長需要及管教時 

    所需要的支援，以便日後能為本校舉辦合適的家長工作坊。 

2.5 家長委員有以下回應和建議： 

  對於中六級家長的支援：於中學文憑試(HKDSE) 放榜前舉辦中六級家長紓緩情緒 

       和壓力工作坊。  

     對於初中級家長：希望可舉辦一些活動/工作坊讓初中級同學能發掘自己的優 

       點、興趣，從以協助他們定立個人發展目標。 

     希望可舉辧一些活動/工作坊協助跨境同學適應現時的學習模式。 

 

(三) 活動檢討 

  3.1 16/4 「家長小聚」 

       杜老師匯報，原定 3月 26日舉行的「家長小聚」，因學校當天安排了學生活動 

            及教職員會議，現改在 4月 16日下午舉行 。 

    是次「家長小聚」的報名人數約有 50多人，出席人數為 18人。杜老師表示， 

            出席率較低的原因可能與活動前未有以 SMS形式提醒家長有關。有家長委員表 

            示，有家長可能因為未有收到 SMS通知，以為活動已取消，所以沒有出席。 

            杜老師表示，會考慮於日後舉辦家長活動時，以 SMS 提醒已報名參加活動之家 

            長，亦會鼓勵家長定時查閱 eClass 之電郵通知及訊息。 

 

 

 

 



         家長委員鄭太表示，中一級家長小組積極發表意見，每位家長都有機會表達。 

           他們對學校於下學期所採取的措施反應正面，而他們較關注同學因較少回校進 

           行面授課程而欠缺群體生活。 

         家長委員梁太表示，中二級家長小組較熱情和投入。他們較多反映同學於復活 

           假後之學習狀況，例如：適應新上課時間、追趕學習進度、重新投入學習等。 

         列席者仇太表示，參與家長於是次小聚表現積極和投入，原因可能是他們希望 

           從學校和老師身上獲得更多資訊，以協助子女重新投入學習。 

         列席者黃副校長表示，有部份參與家長表達關注如何與子女有效溝通和建立良 

           好親子關係。同時，亦有家長表達跨境同學於網課和學習上所遇到的困難。 

         列席者楊姑娘表示，是次小聚首先由社工吳姑娘帶領家長參與破冰遊戲，讓家 

           長較快投入活動，效果十分理想，建議如再舉辦家長小聚，可參考這做法。 

 

(四) 擬辦活動 

  4.1 興趣班 

     烹飪班 

        - 家長委員建議舉辦烹飪班，邀請仇太擔任導師，獲仇太答允。 

          經商討後，烹飪班定於 5月舉行，詳請如下： 

  5月 6日 上午 9時至 12時正 杯子蛋糕 

  5月 13日  上午 9時至 12時正 泡芙 

  5月 20日 上午 9時至 12時正 手工蔬菜餃子 

         插花班 

      - 家長委員建議舉辦插花班，暫定於 5月，詳請及細節待定。 

  4.2 家長講座  

    杜老師表示，田家炳基金會贊助學校舉辦家長講座，內容主要圍繞「復課焦 

            慮/壓力」、「網絡成癮」等，將邀請精神科醫生主講。 

    家長委員經商議後，建議可於本校舉辦。詳情如下： 

      日期：14/5、21/5、28/5(五) 其中一天 

      時間：晚上七時三十分 

         地點：本校禮堂/課室 

    是次家長講座交由杜老師負責跟進。 

  4.3 舊書買賣 

   - 杜老師表示，舊書買賣活動暫定於 7月 22 日下午舉行。 

  4.4 家長小聚  

   - 家長小聚暫定 7月 6日至 9日(其中一天) 下午二時至四時舉行。 

  4.5 家長通訊 

   - 杜老師感謝各家長委員及老師投稿，本年度家長通訊將於 7月 22 日派發。 

  4.6 文憑試放榜前家長情緒輔導/支援講座 

      - 經商議後，建議於 7月 14-16日(其中一天)舉行，是次講座交由杜老師負責跟 

           進。 

 

(五) 周年大會 

   杜老師表示，已誠邀香港優質師友網絡姚建興博士擔任嘉賓講者，獲家長委員一致 

        通過。  

      家教會周年大會暫定於 2021年 11月 14日(日)舉行，後備日為 2021年 11月 7日 

        (日)。 

 

 

 

 

 

 

 



 

 

 

 

 

(六) 其他事項 

  - 杜老師匯報，家長委員黃林麗媚女士因找到新工作而要向家教會請辭，其職務將交由 

       增選委員鄭黃凱欣女士接替。 

 

 

 

 

 

 

 

 

 

 

 

散會時間：6:05pm  

下次開會日期： 2021年 7月 6-9日(其中一天) 

               學校實體會議 下午 4:30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執委會 

第十五屆 2019至 2021 年度  第八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21年 7月 6日 (星期二) 

地點  ：地下 014室 

時間  ：下午四時三十分 

紀錄  ：李詩恒老師 

出席者：家 長  -  梁陳淑芬女士、李余凱婷女士、鄭黃凱欣女士、梁梁小萍女士、梁吳湘芝女士 

                  李黃曦儀女士 

   老 師  - 杜慧敏老師、湯廣蘭老師、李詩恒老師、崔慶華老師、陳淑娟老師、 

                  姚敏儀老師 

 列席者 -  黃慧薇副校長、仇張景芳女士、楊文娟女士、社工吳姑娘 

 

(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有一項修正： 

 4.3 舊書買賣：舊書買賣活動日期應為 7月 23日下午舉行。 

 

(二)活動檢討 

2.1 12/5、26/5、2/6 烹飪班 

  主席梁太感謝仇太擔任烹飪班導師。 

     仇太表示，因疫情關係，參加烹飪班的人數雖然減少，但參與者表現十分投入。 

2.2 18/5、25/5、31/5 花藝班 

  主席梁太感謝花藝班導師到校教授。 

  家長委員認為花藝班是新嘗試，反應不俗，可考慮再舉辦。 

2.3 28/5 「親子講座」 

  杜老師匯報，是次親子講座由田家炳基金會贊助，於本校禮堂舉辦，並於網上進行 

       實時直播。實體參與人數約有 50多位，在線參與的家長有 18位。 

  杜老師表示，於是次講座後，發出電子問卷調查(Google Form) 即時收集家長意 

       見，效果良好，往後會考慮多用電子問卷收集家長對各項家教會活動的意見。 

2.4 6/7 「家長小聚」 

  杜老師匯報，是次家長小聚之出席率甚高(共 34人)，可能與在活動前以手機短訊 

       提醒家長有關。 

     是次小聚有助初中家長建立網絡，互相分享和提點，日後可考慮繼續舉辦。 

 

(三) 近期家長教師會活動 

  3.1 13/7 「中一家長會(1)」 

     杜老師表示，「中一家長會(1)」將於 7月 13日 上午 9:30-11:00舉行。 

             第一部份將由教務組及學生事務組負責講解，第二部份為家教會的介紹和分享。 

      主席梁太負責介紹本校家教會，委員鄭太負責分享部份。 

          家教會於當天會派發義工招募表格。 

     主席梁太鼓勵家長委員出席活動，如家長可以參與，可告知杜老師或楊姑娘。 

 3.2 16/7 中六家長支援講座 

     杜老師邀請了「香港優質師友網絡」的項目負責人姚建興博士到校主持講座， 

            時間為 晚上 7:30-8:30，對象為中六級家長，暫時有 7 位家長報名。 

 3.3 23/7 派發「家長通訊」 

    杜老師匯報，本年度「家長通訊」將會 7月 23日散學禮派發，而家教會永久會員 

           將以郵寄方式派發。 

 

 

 

 



 3.4 23/7「舊書買賣」 

     杜老師匯報，本年度「舊書買賣」活動定於 7月 23日下午舉行。是次活動由學 

            生會及家教會合作舉辦，屆時學生會會有 3位同學維持秩序，現誠邀家長委員擔 

            任義工，於活動當天協助調停，時間為下午 1:20-3:00。主席梁太鼓勵家長委員 

            協助此活動，如家長可以參與，可告知杜老師或楊姑娘。 

 

(四) 21.11.2021 家教會周年大會 

 4.1 杜老師誠邀各家長委員預留時間出席是次周年大會。 

 4.2 杜老師表示，是次周年大會已邀請「香港優質師友網絡」的項目負責人擔任嘉賓講 

        者。此外，為感謝各家長委員於過往兩年的參與和付出，是次周年大會將頒發感謝狀 

        予各委員。 

     4.3 杜老師表示，由於來年是選舉年，是次周年大會將選出第十六屆新委員及家長校 

         董。現需要提名一位選舉主任負責統籌有關選舉事宜。杜老師自薦擔任，獲全體委 

         員一致通過。 

 

(五) 其他事項 

     5.1 暑期烹飪班(新動議) 

       杜老師動議於暑期舉辦烹飪班，獲家教會委員一致通過，詳情如下： 

         30/7(五) 鳯梨酥製作班，6/8(五)芒果糯米糍製作班，每班人數限制為 

             10-12人。 

     5.2 16/8「中一家長會(2)」「中一家長會(3)」 

     杜老師表示，「中一家長會(2)」將由訓輔兩組作講解和分享。 

          「中一家長會(3)」則由社工負責作分享。 

  5.3 28/8 「中一新生輔導日」 

      杜老師已邀請主席梁太出席「中一新生輔導日」。 

  5.4 敬師日(酥皮奶黃月餅製作班 – 8/9, 9/9) 

      仇太動議製作酥皮奶黃月餅於敬師日送贈本校教職員，獲家教會一致通過。 

      仇太建議於 9月 8日及 9月 9日製作，時間為上午 9:00至下午 4:00。製作 

             班每天分兩個時段進行，每節人數上限為 10人，家長義工報名時可選多於一 

             個時段。   

  5.5 「家長小聚(1) – 迎新」 

      經商議後，是次家長小聚暫定於 10月 8日中午 12時舉行。 

  5.6 家長委員有以下詢問： 

      學校會否安排學生注射疫苗。 

      學校會否發出通告呼籲學生注射疫苗。 

     黃副校及崔老師作出以下回覆： 

      學校暫時未有安排學生注射疫苗，教職員也是自己安排時間接種。 

      出通告與否將交由學校管理層跟進。 

      5.7 杜老師於家長小聚收到一些家長意見，將交由學校負責人作跟進  

      學生上學及放學會否有拍卡安排。 

      家長希望校方多點鼓勵同學閱讀。 

      家長希望校方提高對 A班的學習要求。 

      學校會否在暑假補課。 

     杜老師作出以下回覆： 

     關於第至項，將向學校反映家長意見。 

     關於第項，學校於暑假已安排中四及中五級回校補課。 

               學校亦已安排成績稍遜的初中同學回校參與功課輔導班或留堂班。 

 

 

散會時間：5:53pm  

下次開會日期： 2021年 8月 23日                下午 2:30  學校實體會議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執委會 

第十五屆 2019至 2021 年度  第九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21年 8月 23日 (星期一) 

地點  ：地下 014室 

時間  ：下午三時正 

紀錄  ：杜慧敏老師 

出席者：家 長  -  梁陳淑芬女士、鄭黃凱欣女士、梁梁小萍女士、梁吳湘芝女士 

   老 師  - 杜慧敏老師、湯廣蘭老師、崔慶華老師、陳淑娟老師、姚敏儀老師 

 列席者 -  吳潔容校長、黃慧薇副校長、仇張景芳女士 

 

(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家教會年費 （2021-2022年度） 

1. 以往本會一直以家庭為單位，會籍及投票都只有一票。事源曾有家長反映：疫情期間

沒有活動，家教會會否考慮豁免收費，因此需要在本會討論。 

2. 經家長討論後，達成以下共識：家長認為仍需收取家教會會費，但可以考慮將來在有

需要情況下，可將會費考慮作學校捐獻或設置獎學金，但實際情況宜由下屆家教會再

商議。 

(三) 凍結高級學位教師教席 

1. 校長交代來年凍結 4位高級學位教師教席一年。  

2. 家教會知悉並通過。 

 

(四) 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相關措施 – 家校合作安排 

1. 校長及副校長解釋教育局已要求各中小學在學校課程上包含國家安全法的內容，亦關

注教師培訓及家校合作。希望能讓家教會成員知悉有關事宜，亦收集家長對於有關課

題的關注點，以及對家校合作的意見。 

2. 與會家長關顧學生對於有關措施的情緒及接受程度。認為如與中華文化的內容，宜以

興趣為先，至於法律上的條文，則應有正確的灌輸。但由於話題較敏感，其他家長可

能有兩面看法，最好能避免以硬的方法觸動家長的情緒。 

3. 校長表示會從教育角度教導學生，而不是硬性推動，如：國旗國歌法等處理，由「尊

重」開始。學校仍在等候教育局的文件，視乎要求的情況，再以「軟性地」提出，逐

步推進。但宜預先讓學生有心理準備，以減低抗拒感；建議家教會成員在家長聚會時

多留意其他家長的反應，亦可以價值觀方向滲入， 

 

(五) 活動報告及檢討 

 13/7 中一家長會(1)：杜老師介紹家教會，鄭太分享中一家長所需面對的轉變。參與

委員認為當日家長投入，態度積極主動，想更了解家教會的詳情。 

 16/7 中六級“放榜前情緒支援講座”：8位家長參與，家長投入，對活動評價正面，

惟因參加人數較少，明年可再按需要再商討是否再辦。 

 23/7 派發「家長通訊」：因家長日取消，故本年度「家長通訊」延遲至散學禮派，希

望以後會提前在家長日派發。 

 23/7 舊書買賣：當天約有 100多人參加，包括家長與學生，但高年班的人數較少，以

低年級的為主。參與的學生及家長表現興奮，學生間有互動，家長亦受惠，值得續

辦。 

 30/7 鳳梨酥製作班：共有 5人出席，姚老師亦有參與，一位臨時參加，兩位家長因病

缺席。 

 6/8 芒果糯米糍製作班：共有 10人參加，一位家長因事缺席，以新面孔為主。 

 



 兩次暑期活動，家長皆表示滿意，但報名人數未見踴躍，明年是否續辦，待下一屆委

員商討決定。 

 16/8 中一家長會（2）/（3）：建議與孔敏芳副校長聯絡，來年可考慮以後指明各家

長會的主題，而介紹家教會及家長義工招募等，可放在 28/8新生輔導日進行，以減少

重複。 

 

(六) 近期家長教師會活動 

 28/8 中一新生輔導日：家教會主席會出席，再次介紹家校會，招募家長義工，並宣傳

新一屆家教會選舉、敬師日製作月餅活動等。主席並會在該天提出會將報名作家長義

工的會被加入群組，但家長如不入群組，可以選擇離開群組。 

 8/9 及 9/9 酥皮奶黃月餅製作班：9:30 - 12:30；1:30 - 4:30，已發通告，但仍未有

確實報名人數。中二至中六家長將於 27/8透過 SCHOOL APP ECLASS收到電子通告；中

一家將於 28/8收到實體將通告。 

 10/9 敬師日活動：議決當天中三級進入禮堂；其他級：盡量用轉播，讓學生一同參與

活動，亦為品德教育項目。家教會委員請於早上 7:55前到校。 

 26/9 中六級家長日：教務組負責。 

 8/10 家長小聚：暫定 11:00 - 13:00舉行，主題是：新學期的適應（家長及學生），

地點為 010室。 

 8/10 初中課程晚會：教務組負責，以 zoom形式進行，家教會委員不需參與。 

 7/11 中六家長日(二)：實體進行，派發統一測驗成績及預估成績單，學生家長面見

班主任。 

 興趣班安排：一段以短期活動為主，建議在 11月內完成。建議如下： 

⁃  24/11 烹飪班：牛油蛋撻 9:30 - 13:00 

⁃  17/11 烹飪班：缽仔糕 10:00 - 13：00 

⁃  10/11 製作環酵及製作班 10:00- 13：00 

⁃  花藝班（2）：(會後補充資料) 

 第一堂 22／10（五） 

 時間：9:30-12:00 

 主題：乾花襟花，手腕花 

 第二堂 12／11（五） 

 時間：9:30-12:00 

 主題：永生花束 

 第三堂 18／11（四） 

 時間：9:30-12:00 

 主題：鮮花擺設 

⁃  亦建議可出電子版 app 徵詢中二至中六家長對興趣班的意見 

 家長培訓需要及建議 

 中三級家長培訓，協助家長知道如何與學生溝通，如何接受學生的選擇，避免親子

關係受損。家長委員分享其中一項活動：「給家長的信」，子女在信中感謝父母給

予自由。認為有關活動及溝通技巧值得家長學習 

 中四級家長培訓，家長希望知道高中課程要求，理解學生更多，釋除家長的焦慮，

如何軟性支援家長。 

 中一級中二級：家長對升中子女管教的收放問題。 

 亦可以構思一系列課程，協助家長認識青少年心理成長，以及家長的角色及處理方

法等。而家長完成課程後可以獲得證書以作鼓勵。 



 

(七) 21/11/2021 家教會周年大會暨第十六屆家教會新委員及家長校董選舉 

 工作報告：梁太報告 

 財務報告：鄭太 

 司儀：建議戴詩韻媽媽或蔡海晴媽媽 + 姚敏儀老師 

 監票：梁太；仇太 

 唱票：陳淑娟 

 點票：領袖生 (陳老師負責安排) 

 點名：領袖生 （安心出行，健康申報表） 

 會議紀錄 : 湯廣蘭（AGM) 

 

(八) 其他事項 

1. 主席詢問 DSE上訴的情況：與會老師解釋考評局會從嚴，所以不是所有學生上訴多不

成功。 

2. 家長詢問本屆學生 DSE考試成績：校長表示家長可參考學校網頁的公佈資料，本屆學

生成績理想。 

3. 人事調動：校長在會上感謝杜慧敏老師多年來為家教會的工作盡心盡力，表現出色。

來年因工作需要，人事上稍有變動，由黃慧薇副校長出任家教會負責老師，杜老師仍

為家教會教師代表之一。 

4. 家長義工 Whatsapp群組事宜：經與會者商討後，共識如下：家長義工群組已存在多

年，累積了一群熱心參與學校活動的家長，實屬難得，應該繼續保持，以開心分享為

主，亦有助聯絡義工，發揮功能。主席會在新生家長會公開說明有義工群組，並會說

明家教會不會為各級家長開群組。如家長委員收到任何查詢，宜代收集問題，再向校

方反映。 

 

(九) 下次開會日期 

1. 第十次會議： 25/10 （一） 2:30 014室 

2. 第十六屆第一次會議：24/11 （三） 2:30 014室 

3. 候選人預選會議：在第十次會議時再決定會議日期 

 

散會時間：5:53pm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執委會 

第十五屆 2019至 2021 年度  第十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21年 10月 25日 (星期一) 

地點  ：地下 014室 

時間  ：下午二時三十分 

紀錄  ：湯廣蘭老師 

出席者：家 長  -  梁陳淑芬女士、鄭黃凱欣女士、梁梁小萍女士、梁吳湘芝女士 

   老 師  - 黃慧薇副校長、杜慧敏老師、湯廣蘭老師、崔慶華老師、姚敏儀老師 

 列席者 -  吳潔容校長、仇張景芳女士、楊文娟女士、社工朱姑娘 

 

 

 

    (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活動報告及檢討 

     中一新生輔導日 

  - 除介紹家教會外，亦交代了家長義工的群組事宜，收集義工名單，氣氛良好。 

     酥皮奶黃月餅製作班及敬師日活動  

  - 較多中一學生家長參加，活動受歡迎，兩天共 55人次家長參與。早會全校學生 

          參與，明白敬師日的意義。到場的家長覺得儀式很隆重。 

     中六家長日 

  - 效果佳，有校友參與，可全面解答問題，有分組解答問題，校友會負責聯絡，資訊 

           充足。 

     家長小聚 

  - 62位家長出席，活動中有教務及學生事務副校長介紹教學、學生身心健康調查，亦 

          有課外活動主任介紹班際或聯課活動等。家長關注學生上網問題，用英文學習其他學 

          科，亦擔心學生適應，例如用英文學習數學等。當天，家長委員分享經驗，社工帶領 

          破冰活動，並與家長分享親子溝通方法，讓家長了解子女的強項，加強與子女溝通。 

          活動後，社工發問卷詢問家長對是次小聚的意見，所有題目評分是 4分(最高為 5 

          分，請見附件)，表示家長滿意活動的安排及內容。當天，家長委員亦成功邀請多位 

          家長參選家教會常委。 

     課程晚會因停課關係改在 15/10網上進行。有家長關注何時可全日上課，校長表示 

        中二中三疫苗接種率已過 70%，可於下午進行活動，現正收集針紙確認。中二家長都問 

        及各科的學習，與會的科任老師一一解答。 

     

 

(三) 周年大會事宜 

    - 有九位候選人，常委會只設七名家長委員，選舉後可以邀請另兩位家長為增選委員。 

    - 家長校董：只有一位參選人：梁梁小萍女士。不必投票，梁太自動當選為家長校 

       董代表。 

    - 當天仍受限聚令規限，如出席人數較多，會增開 105,106室作轉播。 

     - 當天先邀請候選人上台自我介紹，建議加大候選人編號，以便家長認識候選人。 

    - 29/10出家長信電子版(包括候選人簡介)，周年大會當天派發實體候選人簡介資料。 

    - 新參選者及委員上午 9:00 到達 014室(由 Maggie通知)。 

 

 

 

 

 



 

 

 

 

 

 

 

 

 

(四) 近期活動 

     興趣班報名情況理想，除環酵班只得 4人報名，其餘各班均已額滿。 

     已準備好義工名單，會上已交給家長委員跟進。 

     家長培訓：建議增加關於中四課程的家長聚會，由黃副校跟李副校商討。亦建議增加 

        精神健康活動，建議由學校安排家長或親子靜觀活動，黃副校跟進。 

     學校開放日(4/12)將改為升中資訊日，分上下午兩場講座(上午 10am,下午 2pm)，待與 

        新一屆委員商討家長需負責的工作。 6/12照常上課(雙數星期三)  

     不定期「家長小聚」，由新一屆委員決定。 

 

 

(五) 其他事項 

    - 社工希望能邀請家長協助中心賣旗，透過家長群組發放訊息。 

    - 種蘿蔔活動：13/11播種(1D)；11/12除草施肥(1B)；8/1收成(1C)；9/1蒸蘿蔔糕， 

        歡迎家長參與。 

    - 𠝹水仙活動待定。 

    - 感謝梁太、仇太對家長教師會的貢獻。 

 

 

 

 

 

 

 

 

 

散會時間：4:55pm 

 

下次會期：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