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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樹渠紀念中學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 

2020-2021 年度第一次執委會會議記錄 

 

(一) 日期：2020 年 11 月 6 日 (星期五) 

(二) 時間：晚上六時十六分至七時三十五分 

(三) 地點：音樂室 

出席：招祥麒校長、蘇淑敏副校長、方浩智主任、梁建成主任、張偉賢主任、林秀娟主任、 

鍾世澤主任、謝德俊主任、黃秉欣老師、謝潔雲老師、吳詠瑜老師、陳正文老師、李嘉明先

生、 

謝正雲女士、謝麗蓉女士、鄭彩雲女士、李秀韻女士、林凱華女士、楊麗間女士 

文書：周寶紅老師 

 

(四)議事內容：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動議：梁建成主任 

和議：李嘉明先生、鍾世澤主任、陳正文老師 

 

2. 校長致詞 

感謝上一屆家長委員的熱心服務。 

 

3. 校務匯報 

招祥麒校長 

(1) 現時沒有中一生，只有中二至中六級學生，人數較少，新校舍的學生人均空間不比舊校舍

小，而且新校舍的設備比以往更優勝。 

(2) 疫情問題停課已久，不過有危亦有機。此一機遇促使我們反思教學模式，學懂安排視像教

學，掌握新科技。學生學習動機強，學習情況不俗。 

(3) 9 月下旬實施半日復課，課時縮短了更考驗教師，但校長巡視時觀察到上課氣氛比以往更

佳，特別是午膳前，因臨近放學學生有所期盼。事實上，北京三中和四中將原本的課節減

半，由 8 節改為 4 節授課後發現效果更理想。餘下四節課讓學生有思考和自學空間。 

(4) 體育科老師早前跟校長商討可否於下午請教練到校為學生進行訓練。然而教育局指引並不鼓

勵學生於下午留校，除非能保證學生留校用膳。體育老師遂提議讓學生於小息時多吃一些小

食果腹，但校長認為此做法不利健康。校長沒有答允，先觀望其他學校情況。據了解，部份

學校要求學生於星期六回校練球。然而體育訓練難免有身體接觸，故有感染風險。 

(5) 本年度學校繼續推行健康校園計劃，蘇副校會詳述。 

(6) 本校加入由清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禮學研究中心合辦的中華禮儀教育計劃，成為本港中華

禮儀核心學校。因應疫情，推動以拱手禮取代握手。早會時全體師生都以拱手禮作為敬禮。

校方會拍攝錄像跟粵港澳大灣區內參與學校交流，適當時候會到訪其他學校或接待友校。 

(7) 關於學校前景，請家長放心。保證現時在校學生能於本校就讀至畢業。 

(8) 學校新增了 5 位校董加強實力—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生擔任校董會主席，其他新成員包括

裕華國貨董事總經理及僱員再培訓局主席余鵬春先生、中電中國區總裁陳紹雄先生、香港首

位女會計師羅君美女士以及中華總商會會董彭楚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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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政府早前推出兩塊分別位於九龍灣和安達臣道的地皮興建新校舍，預期於 2025 年落成。現

時青山道校舍租約期為 5 年，本校已向教育局申請新校舍，明年 3 月會有結果。如成功獲

批，校長會馬上向教育局申請 9 月招收中一生。成功申請新校舍，學生便不會失去中學母

校，同事亦能留任。 

(10) 教育局跟學界代表開會，未計劃何時恢復全日上課。如有定案，教育局承諾會提前 4 星期

給予學校通知。校長估計最快要待聖誕甚至農曆新年後中學才能恢復全日制。 

(11) 原訂 12 月的校運會將會取消。 

(12) 校長早上跟學生會代表會談，中五生反映今屆中六同學的打氣活動比以往少，提出於中六

課室張貼橫額，並在下星期早上集會聊表心意以示支持。學生如此懂事，自發鼓勵學兄學

姊，校長非常欣慰。  

(13) 學校做充足的防疫措施。教育局鼓勵全港中小學教職員接受核酸檢測。早前有公司資助本

校全體師生免費檢測，其供應的檢測劑已獲歐盟認證。約 200 人接受測試，全部呈陰性。 

 

蘇淑敏副校長 

(1) 開學後學生紛紛表示喜歡新校舍，校方很感謝並欣賞建築師的心思。 

(2) 因疫情只能上半天課，很多活動都被取消。猶幸社工反映學生情緒穩定。 

(3) 本校去年開始參加健康校園計劃，希望學生養成良好習慣。學生自願性質參與，去年全體

參與學生驗毒結果呈陰性。本年度計劃將於下學期進行。 

(4) 11 月 12-17 日會舉行上學期統測週。 

 

4. 財務匯報 

賬目結餘為$78253.65，疫情過後會多舉辦活動。 

 

5. 主席匯報事項 

(1) 「誠信月－家長也敬師」(24/5, 早讀時段) 

     感謝李嘉明先生當日到校勉勵師生。 

 

(2)  「47 周年畢業禮暨頒獎典禮」(25/6, 星期六, 下午 3 時至 5 時) 

     活動於舊校舍禮堂舉行，很高興能親臨校園與子女留影，美中不足是家長只能透過校園電視

直播觀看過程。 

 

(3)  「新生家長晚會」(25/9, 下午 7 時至 7 時 50 分, Zoom) 

     當天有多名家長出席視像會議了解子女適應情況。 

      

(4)  「2020-2021 年度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申請 (待審批) 

第一類: 家教會經常津貼 

第二類: 家教會活動津貼(活動一) 「粒粒皆辛苦工作坊」 

第二類: 家教會活動津貼(活動二) 「環保工作坊」 

$5740 

$5800 

$10000 

    活動一暫訂於 3 月進行，活動二則於 6 月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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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待議事項 

6.1 本年度活動項目 (2020-2021) 

    2020 

9 月 25 日 新生家長晚會 

11 月 6 日 第十三屆第一次執委會大會暨交接儀式 

11 月中  開心果日 

12 月 3-4 日 校運會(家長親子接力賽)  (取消) 

2021 

2 月 26 日 第十三屆第二次執委會大會 

3 月 7 日  家長日及家長茶座 / 開心果日 

4 月 25 日 48 周年校慶日及家友站  

5 月 21 日 第十三屆第三次執委會大會 

6 月 26 日 中六畢業禮 
 

家教會因疫情關係今年未能舉行聯歡聚餐晚會，會將相關活動撥款改為與健康校園計劃合辦 

開心果日。誠邀家長委員及義工幫忙到校派發水果給學生，補充天然維他命 C 增強抵抗力。 

活動暫訂於統測週後的星期四或五舉行。 

歡迎家長提議活動。鑑於疫情反覆，建議透過 Zoom 舉辦以策安全。 

 

6.2 修改會章 

    由於遷校，地址須更新(九龍深水埗青山道 101 號, 101 Castle Peak Road, Sham Shui Po, 

Kowloon)。一致通過更改會章校址。 

    一致通過增加英文翻譯方便非華語家長。 

 

7.   其他事項 

7.1   黃秉欣老師已更新學校網頁內的家長通訊，家長不但可報名參加活動，還可細閱家長手 

冊，內含家長須知和實用資訊如升學、保持身心健康和如何支援子女等，並附有社工聯絡 

方法。家長可和子女一起看食譜製作美食。歡迎同工和家長提出意見。 

7.2   活動提議 

(1) 謝正雲主席提議舉辦舒緩心理壓力的活動，透過 Zoom 進行，待疫情受控後才舉行小組活

動。 

(2) 楊麗間女士指疫情期間孩子經常玩電子遊戲，可否請學校社工定期舉辦研討會(4-5 次)，定

時廣播，好讓家長能舒緩跟孩子之間的緊張關係。因停課期間家長也面對壓力，希望社工提供

活動資源如身心壓力工作坊讓家長參與。 

(3) 謝麗蓉副主席提議舉辦親子溝通講座，並表示去年的顏色講座不錯。 

(4) 蘇副校回應去年停課期間學校安排社工透過 Zoom 跟學生溝通。前年的駐校社工團隊去年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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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免費家長講座，今年會繼續舉辦。社工會透過心理學工具讓家長和學生互相了解，促進溝

通。 

    (5) 黃秉欣老師回覆如有相關的坊間資源，會上載至家教會網頁最新消息。 

    7.3 李秀韻女士詢問校內華語家長及非華語家長的比例。校長回覆大約是 9:1。 

    7.4 楊麗間女士查詢校方有什麼策略培養學生責任感。 

(1) 訓導組梁建成主任指學校有獎勵計劃，培養學生不遲到及不欠交功課。另有領袖訓練計 

劃，因疫情關係會於下學期進行活動。訓導組亦推行風紀領袖生計劃，招募中一生擔任

實 

習生，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和領導才能。 

       (2) 課外活動組鍾世澤主任指初中生須加入制服團隊，學習紀律。社際活動亦能訓練學生責

任 

感，學生會自發做壁報。由於疫情關係，暫時未能進行課外活動。當教育局宣佈全日復

課，便會恢復如常。目前正研究能否以 Zoom 進行課外活動。 

    7.5 李嘉明先生提議新校舍走廊展示學生視藝作品，提升藝術氛圍。 

    7.6 李秀韻女士詢問疫情後學生的變化。 

       (1) 訓導組梁建成主任回應復課後學生需要適應期，現時已是 11 月學生已習慣如往常一樣。 

有關遲到問題，學生表現較在舊校舍好。疫情後碰面，學生均有抗疫意識會避免身體接

觸， 

確有改善。 

       (2) 學務組方浩智主任指資訊教學方面，跟去年比學生有進步，如網上交功課情況更理想。

現時下午上網課，學生亦有進步。上午的實體課學生更有精神，他們亦能適應課程深

度。由於 Zoom 課互動性較少，上學期授課程度會調適得較淺，統測後會作教學檢討。 

       (3) 蘇淑敏副校長回覆因學生少了回校，現在他們更珍惜上課機會以及跟同學相處的時光。 

       (4) 升學就業組林秀娟主任指學生更能集中精神，很快已學會適應。由於去年停課數月，復

課後課時被壓縮，學生深明要努力追趕進度。雖然 Zoom 不及實體課，但勝在師生齊

心。另外，學生現在會在課堂中善用平板電腦拍照做筆記，摘錄重點。疫情可說是有得

有失，從正面來看學生更懂珍惜。 

7.7  黃秉欣老師歡迎家長透過 whatsapp 群組多多交流。 

 

8. 交接儀式 

8.1 第十二屆主席致詞 

(1) 今年疫情大家都辛苦，感謝校長、老師和家長的支持。李主席鼓勵新任主席謝正雲女士

繼續努力。 

(2) 有關學習方面，在家學習學生不會太懶散。期望校方能從低年級開始訓練學生自學能

力，不再依賴老師灌輸知識。老師可更善用資訊科技，錄製約 3-4 分鐘的學生常犯錯誤短

片並上載至內聯網，學生登入觀看。 

(3) 在家學習可增強自學能力，上網課學生精神更佳，校方可考慮轉變教育模式。即使日後

全日復課，也許可安排學生每星期有一天在家學習。 

(4) 校長回覆教育局規定每學年不少於 190 日上課天，會向教育局反映李主席的建議。復課後

老師可善用視像教學的成果，如放學後以 Zoom 促進教學。 

8.2 頒發感謝狀 

8.3 頒發委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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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第十三屆主席致詞 

(1) 請大家多多指教和提點，會以李嘉明主席為榜樣，加強家校合作，促進孩子成長。 

(2) 校長指李嘉明先生會擔任校董會顧問，接任家教會主席的謝女士會成為家長校董，可向

教育局申請程序。 

 

 

8.5 選舉執委會 

司庫 林凱華女士 

學術 楊麗間女士 

文書  

康樂 鄭彩雲女士 

總務  

聯絡 李秀韻女士 

由於沈建華女士和胡紅梅女士今日未能出席會議，2 位家長委員稍後會協商職位。 

 

9. 大合照 

 

 (會議於晚上七時三十五分結束) 

 

主席: 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 

 

紀錄: 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