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Years School Development Plan3 Years School Development Plan
學校根據辦學宗旨及學生需要，訂下2021-2024年度的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有三：
．礪志力學，超倫卓犖 To further enhanc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敦品才顯，均衡發展 To empower students to achieve physical, emotional and intellectual wellness
．優化校園，薈萃培賢  To enhance learning, teaching and school administration by upgrading school 

campus and IT facilities
通過以上三個關注事項三管齊下，我們致力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在優質校園裡，讓同學具備知識技能
以及良好德行。

環保大獎樂滿紛                         
區美珊老師

本校致力推動環境教育，鼓勵同學透
過參與多元化的環保活動以提升自身
的環保意識，從而實踐綠色生活。憑
藉同學的努力，本校去年在環保比賽
中屢獲佳績。當中包括：港燈最傑出
「綠得開心學校」卓越獎 2020、港燈
最傑出「綠得開心推廣大使」2020、
保良局「玻璃磚設計比賽」優異獎及
綠色力量「全港中學生環境污染常識
網上問答比賽」優異獎。

連續三年出戰韓國國際賽  
國際數理科學創意比賽                                

林詩敏老師
本校於2021年4D Frame 數理科學創意比賽中獲得佳績，林皓
熙及王洋溢同學取得初中組冠軍及最佳任務表現獎，陳姵而及
江心悅同學取得最佳4D Frame模型設計獎，姚梓齊及刁維諾
同學取得最具創意獎。當中林皓熙及王洋溢同學因取得初中組
冠軍，於十月中代表香港參與在韓國舉辦的國際賽，雖然受到
疫情影響，未能親身到韓國比賽，只能透過視像形式作賽，但
同學亦能脫穎而出，勇奪銅獎，成績令人欣喜。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2020
初中組優勝獎
郭彤恩 4103
高中組優勝獎
黃泓暉Year 1
梁國熙Year 1

荃灣葵涌及青衣區傑出
學生選舉2021

劉樂彤 6102

荃葵青傑出學生2021
- 劉樂彤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
2021 - 彭伊彤

劉樂彤與家長合照

張淑華助理副校長與一眾得
獎學生及家長合照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2021
- 林志達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
2021 - 張樂晴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2021
初中組優異獎
張樂晴4101
林志達4223

高中組優勝獎
彭伊彤6317

新界區傑出學生選舉2021
初中組優勝獎
郭彤恩 4103
高中組優勝獎
黃泓暉 Year 1

Po Leung Kuk Lo Kit Sing (1983) CPo Leung Kuk Lo Kit Sing (1983) College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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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

2020-2021年度關注事項2020-2021年度關注事項

聰明容易善良難

最近與朋友交流的時候，在談話之間，想到了一句說話，覺得很有意思，特此
與大家分享。這句話是：「聰明容易善良難」。

不少人認為聰明是天生的，一個人的資質，已經在出生的時候注定了。不過，
依我多年的教學經驗，我並不同意。我認為，聰明就好像體育運動和音樂一
樣，只要經過訓練，一定可以進步。我曾經遇過不少學生，起初時他們在課內
課外各方面的表現並不突出，但經過努力之後，都會後來居上，成績驕人，並
予人一種聰明伶俐的感覺。不過，要成為一個品性善良、正直不阿的人卻十分
困難。試想想：在人生的路途上總會遇到不少痛苦和不幸的事情，我們真的可
以每天都懷著愛和寬恕的心去善待和幫助身邊的每一個人嗎？我們每日都能夠
擺脫各種的引誘和慾望，平靜安然地生活嗎？所以，相比之下，要成為一個聰
明的人容易，要成為一個善良的人卻十分困難。

由「聰明容易善良難」這句話，又令我想起在儒家思想中十分重要的觀念，它
叫做「慎獨」。

大家知道，我們生活在社會之中，必須學會尊重他人，遵守法規，不應為了私
利而做出一些傷害別人的事。不過，在今天，尤其是這個資訊科技發達的年

羅頴忠校長

正向人生 篤志前行 
裝備自己 服務社群

同儕互相交流，提升
教學效能

菁莪茁壯菁莪茁壯

代，有很多人以為自己可以躲在電腦屏幕背後，別人便不會發覺，於是做出一
些諸如詐騙、盜竊、中傷、欺凌等行為。儒家思想的「慎獨」，就是提醒我
們，即使我們一個人獨處的時候，無論思想和行為都應當謹慎、保持警覺，不
應行差踏錯。

為甚麼我們要慎獨呢？那是因為儒家希望建設一個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社
會，所有人都會互相照顧，互相幫助，和諧共處。為了達至這一境界，每個人
都要成為光明磊落、品德高尚的君子。只要你心懷不軌、心術不正，即使你平
時盡力掩飾，但相處日久，你真正的思想必定形諸於外。況且，所謂的「十目
所視，十手所指」，每一個人的行為總會留下一點痕跡和線索，正如許多現時
網上的不正當行為一樣，最終都會被人察覺，變成人生的污點。

因此，要成為正人君子，我們時刻都要自我警惕，縱使獨自一人，也要保持警
覺，不應嘗試越軌而行，「故君子慎其獨也」。

「善良」是困難的，「慎獨」也不容易，但為了讓自己走上一條正大光明的人
生道路，我們必須堅持下去。

傳承．想創頒獎典禮

與鄭雅婷同學
及家長合照

行政長官與校監、校長及同學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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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tion Ceremony 2021Graduation Ceremony 2021

2021 JUPAS Offer Result  2021 JUPAS Offer Result  

The Kuk’s SpiritThe Kuk’s Spirit VisionVision MissionMission ValuesValues

  Ms Cheung Suk Yee, Vice-Principal

Ms Tam Wai Yee

 5C Chim Hiu Man

Subject

SITAR Corey, our NET

Jessica Amy Lloyd, our new C-NET

Day for You  Ms Lam Ming Yan, Vice-Principal

The 2020/2021 Graduation Ceremony of Po Leung Kuk Lo Kit Sing (1983) College was held 
in the school hall on 25 June 2021.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arrangements for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s. Despite the challenges 
encountered while preparing for the ceremony, the ceremony was still smoothly run and all 
participants, including the Principal, teachers, graduates and their families enjoyed the event 
very much.

The ceremony was held on a class basis in four sessions. All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put on face masks and strictly follow the rules of social distancing at all times. After hearing 
inspiring words from the Principal, Ms Law Wing Chung and a valedictory speech from the 
representative of each graduating class, each graduate had the chance to walk onto the 
stage to get a graduation certificate from the Principal and take a class graduation photo. 
After the ceremony, each class of the graduates and their families took turns to move to 
the beautifully decorated second hall to take photos with their loved ones and capture the 
memorable moments. The whole event was well received. Parents and students appreciated 
the special arrangements provided by our school and the efforts we put into preparing such 
wonderful moments for the graduates.

We are so proud of our Class of 2021 and the resilience and perseverance they demonstrated 
during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HKDSE. These traits will serve them well throughout their lives 
and we wish them all the best in the future.

The 2020-2021 school year was challenging and exciting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my 
first year teaching in Hong Kong and I really enjoyed getting to know the students 
and faculty at our school. Po Leung Kuk Lo Kit Sing (1983) College is a really special 
school.

The challenges of teaching on Zoom were difficult to manage in the first few weeks. 
I tried to find ways to make my lessons fun and educational. Sometimes, I was 
successful; sometimes, I was not. However, I learned a great deal about technology 
and will keep working to be better at using it in when necessary.

The best part of last year was getting to know the students. It wasn’t an easy thing 
to do. Switching between live classes and Zoom and then back to live classes meant 
that I didn’t have that many opportunities to meet you all face-to-face. However, as 
the year came to a close, we had a lot more chances to chat when we all came back 
to school.

This year, I’m excited to spend more time together in our lessons and in afterschool 
activities. I think we can have a lot of fun in the English Corner and still learn a lot, 
too. So far, it’s been a lot of fun to see more students coming in and out of the English 
Corner but I hope to see even more of you. Please, come visit any time you have a 
spare minute. I love chatting with all of you.

Hello everyone! If you haven’t already met me, I am Miss Jessica - the new CNET for 2021-2022.

I am originally from the West Midlands in England - no, it isn’t near London (it’s sort of in the 
middle of the country and slightly to the left). However, I spent most of the last few years at 
Durham University in the north east of England. Durham is a tiny city which has more students 
than locals in term-time, but if you have seen Harry Potter or Avengers Endgame, you might have 
seen some of Durham, as it was filmed for scenes of Hogwarts and Asgard! Life amongst the 
tiny old buildings of Durham is very different to Hong Kong, and it’s so exciting to be somewhere 
which contrasts so much to my life at home!

I studied Biology at university and I find it super interesting to see all the plants and animals here 
which are so different from those at home. You can look forward to learning about some plants 
at the English Fun Days which I’ll be running throughout the year!

I’ve been out and about in Hong Kong for a little over a month now and I love it! There is so 
much to do, and it is such a varied place. I don’t think it’s possible to get bored here or run out 
of activities to do. I’ve been in PLK Lo Kit Sing (1983) College just under a month now and I 
have felt so welcomed by all the friendly students and staff. It always makes me smile when you 
wave at me and say hello. I promise I’ll try to learn as many names as possible but it may take 
me quite a while...

In my free time I have lots of hobbies so come and ask me - there’s a good chance I’ll have shared 
interests with you! I love to draw, write, make my own clothes, make jewellery, read, scrapbook, 
explore new places... although I’m mostly busy exploring since arriving in Hong Kong. If you have 
any suggestions of cool things to do, let me know! My door is always open and you are welcome 
to come in at recess and chat, even if you just have some questions.

Good luck to the students preparing for exams, it has been a very tricky year or two but I am 
sure you will do fantastically!

A Day for You was held on 16 
September. It was a special day 
that students played with teachers. 
On campus, students played board 
games, mass games and new sports 
games with their teachers. Outside 
the school campus, students and 
teachers served the elderly and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activities. What 
a meaningful and exciting day!

We are 3C!5D Enjoyable Tea Gathering!

S4 Dodgeball Fun S3 Game with You and for 
You

We are 5A!

S2 Serving the Elderly

S6 Taking a Break

S4 Fun Kin-Ball

S1 Board Games

In 2021, about 81.1% of our S6 students were offered degree and sub-degree 
programmes. 4.5% of them were admitted to overseas, mainland and Taiwan 
universities. Students could choose multiple pathway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interests and abilities for their further studies.

I am so grateful to be awarded the Upward Mobility Scholarship 
2021. Without the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of the principal, 
teachers and my parents, I could not have achieved anything.

Being a musician has always been my dream. Music is everywhere, 
even if we do not notice it. It brings joy and hope to everyone in 
the world, regardless of our nationalities. Everyone should have 

2021 2021 
HKDSE ResultsHKDSE Results

 Grade 4 or above
 Grade 2 or above

P
e

rc
e

n
ta

g
e

equal opportunities to get in touch with music. In the future, 
I would like to promote and share music with every child in 
Hong Kong, or even all around the world. 

The scholarship is a recognition of my hard work. I promise 
I will continue pursuing my dream and contribute to our 
society one day.

Mutual Respect

United Effort

Benevolence

Charitable

Gratefulness and Recognition

Dedication to Serving the Community

Children are nurtured, 
Youngsters are educated, 

Adults are supported to 
contribute,

Elderly are cared for,

The less fortunate are 
lightened with hope.

To be the most prominent and committed charitable 
organisation.

In the Kuk’s Spirit to do good deeds with benevolence.

Dedicated in protecting the young and the innocent,

caring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underprivileged,

aiding the poor and healing the sick,

educating the young and nurturing their morality,

providing recreation to the public, caring for the 
environment,

passing on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bringing 
goodness to the community.

Fine traditions, Accommodate the 
current needs, 

People-oriented, Care and 
appreciation,

Sound governance, Pragmatism 
and innovative,

Integrity, Vigilance, Optimal use of 
resources, 

Cost-effectiveness, Professional 
team, Service with heart

Future Stars - Upward Mobility Scholarship 2021  Future Stars - Upward Mobility Scholarship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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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ing ClassBaking Class

Film Appreciation -Film Appreciation -
“ I Still Remember”“ I Still Remember”

Hous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Hous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 Red House– Red House

Joint Inauguration Ceremony - Joint Inauguration Ceremony - 
Prefect TeamPrefect Team Joyful Fruit DayJoyful Fruit Day

Quincy Lui CupQuincy Lui CupPositive Sports - Good FloorCurlingPositive Sports - Good FloorCurlingSchool PicnicSchool Picnic

Mindfulness - Mindfulness - 
Pastel Nagomi ArtPastel Nagomi Art

House Annual General Hous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 Yellow HouseMeeting – Yellow House

Hous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Hous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 Blue House– Blue House

Hous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Hous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 Green House– Green House

Circle Painting WorkshopCircle Painting Workshop Farewell C.NET Mr Salmon JackFarewell C.NET Mr Salmon Jack 2021-2022�新入職老師聚會2021-2022�新入職老師聚會

正向運動�-�推廣正向思維正向運動�-�推廣正向思維

保良局賣旗日保良局賣旗日

通識教育科粵港澳大灣區通識教育科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前瞻發展前瞻

學生營商體驗攤位學生營商體驗攤位

八三狂煮派（高中組）八三狂煮派（高中組）
烹飪比賽烹飪比賽

百年歷史˙當代中國展覽百年歷史˙當代中國展覽

校長率領師生齊接種復必泰疫苗校長率領師生齊接種復必泰疫苗

發電單車教學推廣活動發電單車教學推廣活動

JA�學生營商體驗計劃�-�最佳宣傳獎JA�學生營商體驗計劃�-�最佳宣傳獎

參觀駐港部隊昂船洲軍營參觀駐港部隊昂船洲軍營

中六加油站中六加油站

步行籌款得獎者步行籌款得獎者

國家安全教育教師工作坊國家安全教育教師工作坊

傳承．想創頒獎典禮傳承．想創頒獎典禮

Inter-School Swimming Inter-School Swimming 
Chamionships 2021-2022Chamionships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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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數碼教室互動數碼教室 暑期活動多姿彩暑期活動多姿彩

八三開學加油站八三開學加油站

賴團利老師

視覺藝術科去年成功獲得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購買繪圖板及軟
件，並聘請業界導師在高中協助推行數碼藝術課程，希望同學
運用新科技，提升創意水平，與時並進。通過將藝術理論與電
腦結合，同學們盡情發揮想像力，創作了令人會心微笑的心意

林明茵副校長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九月三日到訪本校，了解我們如何推動科學、科
技、工程和數學（STEM）教育，並與學生座談，聆聽學生對新一份	
《施政報告》的意見和建議。

　　林鄭月娥在保良局主席兼屬校總校監林潞陪同下，聽取校方分
享推動STEM教育的經驗，以及參觀學生在不同比賽的得獎作品和
STEM教材的展示，包括在國際4D	 Frame數理科學創意比賽勇奪
全場大獎的‘Da	 Vinci	 Bridge’、在美國羅倫斯科技大學Robofest	
機械人大賽勇奪一等獎的‘相撲機械人’、其餘還有3D打印技術、
水耕系統和虛擬實境等。林鄭月娥與學生交談，表示很高興見到他
們十分投入STEM學習，鼓勵同學繼續努力，勇於嘗試，發掘自己在
STEM方面的興趣和潛能。

　　林鄭月娥其後到學校禮堂與學生就新一份《施政報告》進行座
談。在歷時約一小時的座談中，共有約20名學生發言，他們關注的議
題廣泛，涵蓋青年發展、教育、創科、醫療、環保等政策範疇；學生亦
就國安教育、加強對香港運動員支援等提出意見。

　　林鄭月娥感謝同學就新一份《施政報告》踴躍提出意見。她鼓
勵同學好好裝備自己，勇於追尋理想，為自己開拓光明前途。

Love & Hope Centre 													林明茵副校長
本校獲「賽馬會幸福校園計劃」撥款創建“Love	 &	
Hope	 Centre”。我們運用空間營造	 (Place	Making)	
概念，與師生共建共創“Love	 &	 Hope	 Centre”，作
為推動正向教育的骨幹地帶，配合一連串促進精神健
康的訓練及舒緩活動，加強師生之間的連繫，有助師
生正確認識情緒，緩解壓力，促進身心健康。

魚菜共生                       													周貝怡老師
有見過去三年，學生已培養了水耕種植的經驗，故學校
於本年度改造學校正門的魚池，建立魚菜共生系統。

系統由三個部份組成，包括植物、魚、細菌。魚的排泄
物含有氮、氨等成份，它們會被細菌分解及過濾，成
為植物可吸收的營養。而植物則把水淨化，重新給魚使
用。

同學不但可以認識到生態平衡的概念，更能參與打理和
收割植物，增加學習興趣。

改建 STEM Room 														 	 	 	 	 										張志華老師

為了進一步實踐STEM教育，豐富學習內容，學校今年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QEF)撥款，
獲批四十餘萬元，將會用於完善本校「科學Teen地」設施，將其提昇為「STEM活動室」，
為同學提供更好的STEM學習環境及設備，	它們包括：

			引入模擬飛行器及相關軟件，讓學生學習飛行原理及空氣動力學應用。

			引入VR	學習模組，配合各科課程，製作虛擬仿真簡報，豐富學習內容。

			引入IOT	教學內容，讓學生學習各種傳感器於智能城市/家居的運用。

				安裝大型互動電子黑板，重新佈置講台及引入組合式桌椅，讓師生更靈活地進行各種
STEM學習活動。

透過以上STEM教育設施，本校得以重新規劃及完善STEM活動課程，讓同學更有效地學習
相關的知識及技能，從而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

・．保齡球訓練班・．保齡球訓練班

張家豪老師	

為營造正向校園氣氛，加強學生與學校的連繫感和歸屬感，本校輔導
組聯同一眾老師舉辦「八三開學加油站」，向學生送上新學年的祝
福。雖然活動簡單，卻蘊藏無限心意，讓整個校園充滿幸福感。

數碼藝術課程

本校學生向行政長官提問

同學向行政長官示範模擬飛行

老師及同學合照留念

同學向行政長官介紹得獎相撲
機械人作品

如何使用流動裝置
進行物理實驗示範

行政長官與同學設計的機械裝置
進行互動遊戲

三位視藝科同學為食物部
設計壁畫牆

極具想像力的掣面彩繪

以數碼技術建構創新意念，
學生更加投入藝術創作

・．紅十字會流動防災教育活動・．紅十字會流動防災教育活動

・．參觀保良局歷史博物館・．參觀保良局歷史博物館

・．歷奇領袖訓練營2021・．歷奇領袖訓練營2021

・．保良展才聚海洋活動・．保良展才聚海洋活動

・．全方位學習體驗日・．全方位學習體驗日

・．健身訓練班・．健身訓練班

・．劍擊訓練班・．劍擊訓練班

・．中一新生英語授課銜接課程・．中一新生英語授課銜接課程

・．夏日同樂日・．夏日同樂日

・．獨木舟三星章訓練班・．獨木舟三星章訓練班

・．�輔導領袖生訓練營・．�輔導領袖生訓練營
・．�圖書館服務團・．�圖書館服務團
暑期訓練暑期訓練

・．�領袖生訓練營・．�領袖生訓練營

2021施政報告諮詢會2021施政報告諮詢會
暨訪校活動暨訪校活動

來年發展動向來年發展動向

卡和展現校園生活的大型膠貼，部分
作品還繪畫成壁畫，為校園的公共空
間增添不少藝術氣息。

同學打理植物

魚菜共生系統

魚菜共生系統

新增的紅羅非魚

魚菜共生系統

學校原有的錦鯉

老師正在調試模擬飛行系統

同學協助測試模擬飛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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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難忘的回憶不多，很感謝學校給我帶來了一段美好
而難忘的回憶。初進校園時，面對陌生的環境，陌生的面
孔，我們的心情是忐忑不安。因此我決定從各方面去了解
學校的運作，而最簡單直接的方法便是參與家長教師會
（PTA）的工作。歷任了三屆委員，我深深體會到學校的
辦學理念。除著重學生在德、智、體、群、美的培育外，
更帶給學生無微不至的關顧。就初中生而言，實行了學長
計劃，為初中生提供適切的幫助，協助他們盡快適應校園
的規則和趕上學科的進度。老師們在下課後，更為他們提
供功課輔導。高中學生方面，學校著重自主學習，培養他
們的領導才能，及早為將來的升學或就業作出生涯規劃。我感受到學校這個大家庭，
每位成員都克盡己任為學校作出無私的奉獻。校長為學校在教學，德行和課外技能方
面訂立了長遠及明確的目標。老師們不辭勞苦，克盡己任，對學生循循善誘，為社會
作育英材。為了回饋學校，我們PTA委員也一直在默默耕耘做好本份工作，積極作為
家長學校的溝通橋樑，在會議上反映家長的合理訴求，更主動籌辦各式各樣的校內活
動，更為校內活動如學校旅行和文娛活動擔任義工和裁判的工作。在任期間，我幸運
地獲頒發葵青區熱心家長的獎項。因公私務繁忙，如今暫別PTA工作，實有點依依不
捨。我希望在此呼籲各位家長� 貴子弟是學校的核心成員，我們應多關心校務，積極參
與學校的活動，更應投入擔任學校義工，協助學校推展有益學生身心的工作。在家長
及學校各成員的同心協力下，我確信本校定能跨越目標，達成長足的發展。最後，在
此祝願本校校譽日隆，校長老師及各位家長身心安泰，同學們學業猛進。謝謝各位。

•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簡報（羅達慶主席）
所有申請經討論後均獲通過，主要內容包括中五補充練習。

•校務簡報（關立新助理副校長）
升中簡介會於5/12網上研討會順利完成。有420位家長參加。�
BYOD� 獲關愛基金資助學生人數為216位，另有186名非受助學生自行向供應商訂購。因資格未被批
核的同學可在一月進行第二次申請。
疫情下，學校安排了網課。中六學生於9/12開始已進行面授課堂。

•二零二零年十月至十二月工作匯報
準中一學生暑期英文銜接課程因疫症仍延期未辦。若本學期無法復辦，將退款給同學。彌償之合約
費用將由家長教師會負責。
本年度家教會得政府資助$25740及共收取712位學生的會費共$21360。
17/12將派發投票表格予家長作家長校董投票。本年首次以電子形式競選家長校董，關立新助理副校
長將會與教育局及保良局接洽，以確實以電子形式選出的家長校董的認受性。
本年度會員大會已一致通過家長校董任期由一年更改為兩年。

•二零二一年五月至六月工作匯報
準中一生暑期英文班訂於八月舉行，共五天，共五十人。
本會將派予每位同學一份桌遊以提升親子關係，已投票選出五款親
子桌上遊戲作採購。每級學生將獲分發同一款遊戲。將於七月派
發。

•討論事項
本年度學校利用整合代課教師津貼�(TRG)，凍結兩個首席學位教席(PGM)及三個高級學位教席(SGM)
以換取全年現金津貼，作聘五位合約教師及其他教學支援人員之用，以提升教學效能，照顧學生學
習差異，甚具成效。來年度將有老師離職及有老師申請轉為0.7教席，學校行政會建議來年度凍結
不多於5.3個高級學位教席(SGM)，讓學校有額外資源配合學校發展。措施為期一年，一年後進行檢
討。此建議已於6月15日教師會議中獲全體教師通過。席上所有家長委員亦一致通過。

•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簡報（羅達慶主席）
家長需知悉相關機制，如在訂購暑期作業及校服時，均需通過上述委員會。

•羅傑承命名基金策略發展審議組（羅達慶主席）
已批核四樓男女洗手間改善工程申請。

•校務簡報（關立新助理副校長）
網課期間欠交功課情況嚴重者，需在每天放學後留在功課支援班完成功課。若一星期內仍未完成，
將需於星期六回校繼續參與功課支援班。
本學年每級留班名額約為八人。以學生學術成績及其品行作評審準則。
中三同學將選讀三科選修科，將盡量為同學安排合適的科目選修配搭。
與會者一致通過保留暑期補底班。

•二零二一年三月至五月工作匯報
通過資助中六同學「畢業班照片」每人十元，全級共資助$1140。本年及來年的中六畢業袍收費將
被豁免，其費用由本會支付。
教育局$20000元津助的運用:約$7000用於津貼印刷「青意」、$4000用作津貼印刷校訊。由於津助
內祇可用上限$1000元作飲食開支，本會建議$1000元用於購買飲品以招呼畢業禮的學生及家長。餘
下款項將用作支付家長網上親子講座(網上)。
感謝家長踴躍參與賽馬會幸福校園實踐計劃「看見幸福」攝影比賽。
家長步行籌款捐款金額達到特定數目，可獲保良局贈予禮品包作感謝。

•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簡報（羅達慶主席）
所有申請後均獲通過，主要包括未來三年的教科書課本。

•羅傑承命名基金策略發展審議組（羅達慶主席）
本審議組暫只開了一次網上會議，介紹新成員，沒有其他報告事項。

•校務簡報（關立新助副校長）
近九成教職員同意接受定期檢測。惟近日分別有老師和學生須接受強制檢測，經考慮風險後，校方
決定三月份不會全面恢復面授課堂。
展藝文化日:�中二級於三月將參與一連四節的音樂劇課程訓練。其他級別將分四天觀賞英語話劇。活
動費用及車費全由校方支付。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至二零二一年三月工作匯報
由於疫情關係，暑期的「中一暑期英語班」已於復活節期間順利舉辦。
在疫情下，畢業聚餐可能無法順利舉行，繼而在行政上未能順利收取畢業袍租借費。加上經濟不
景，建議豁免未來兩年畢業袍租借費。

•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簡報（羅達慶主席）
來年午膳供應商「美亞集團」將會延長合約一年。旅遊巴點對點接載服務亦將於來年度順延一年。

•校務簡報（關立新助理副校長）
已定出留級名單。全級級名次位列最後二十名的須出席暑期增益班。
由試後到暑假期間，各科科組已安排了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如運動班、烹飪班、跳舞班等。中
一至中四各班均有電影觀賞。
暑假期間將更新中一課室的屏幕為互動電子屏幕、更新全校教室的音響設備及裝修男女洗手間
等。Love�&�Hope�Centre�亦進行工程。

•二零二一年五月至七月工作匯報
邀請名譽會員工作在跟進中。
6月11日晚上已舉行網上親子講座，由張笑容女士主持，題目是「溫和堅定的正向教養法」，約有
70位家長及教師出席。
本年家教會獎學金為每班學業成績第一名同學獲獎學金二百元。
「家長也敬師」運動已順利完成。
基於疫情緣故，本年度不擬舉辦「家長之夜」。
家長委員將在中一新生註冊日開設攤位，以登記準中一生暑期英語班。
「DSE放榜前網上講座」將於7月14日晚上7:30至9:00於本校禮堂舉行。
已派出兩位家長委員於保良局賣旗日�(8月11日)到銅鑼灣總局協助工作。

感恩有你同行感恩有你同行
家長家長
的話的話

2020-2021年度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二次會議

2020-2021年度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五次會議

2020-2021年度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四次會議

2020-2021年度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三次會議

2020-2021年度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六次會議

執委會會議紀錄撮要

執委會會議紀錄撮要

執委會會議紀錄撮要

執委會會議紀錄撮要

執委會會議紀錄撮要

劉玲芳女士
(家教會委員�—�總務)

日期：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一日

日期：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日期：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日期：二零二一年三月五日

日期：二零二一年七月二日

•校務簡報（關立新副校長）
為使教學課時平均分配，本學年在星期一會有九節課堂，每堂為30分鐘。在星期二至五會有八節課
堂，每堂為35分鐘。中一逢星期四會留校進行「一人一樂器班」至下午1:55。由9月20日開始，中一
下午3:00-4:00會進行網上家課節，中六由2:30至4:00進行補課班。預計中六級可於十月中恢復全日
課堂。
行政長官於9月3日親臨本校探訪，以了解本校STEM的教學發展，之後到禮堂進行施政報告諮詢，與
學生對話交流，氣氛融洽。
未來三年將使用優質教育基金，以學校名義替學生申請「BYOD」，會借出有關產品予學生，以一
年為期。

•二零二一年七月至九月工作匯報
家教會委員劉玲芳女士獲葵青區家長教師聯會主辦的「熱心家長」獎項。
中一家長迎新日已於8月24日舉行，九成中一家長出席。
「升學及就業輔導處」委託本會呼籲家長參加賽馬會編「社」人生計劃�。
在價低者得原則下，維多利亞公司再為本年度校服供應商，為期兩年。有家長反映其校服質素參
差，往後將以多個準則作投標標準，並邀請持分者評審。
9月25日已舉辦「蛋糕烘焙班」及「和諧粉彩班」予家長，家長委員為義務導師。

•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簡報（羅達慶主席）
通過採購中五級及中六級DSE補充練習。

•校務簡報（羅頴忠校長）
中五及中六級之疫苗接種率已達70%，已於4/10及18/10恢復全日課堂。
中一級至中四級接種疫苗情況：
�F1:�36.8%，F2:�66.9%，F3:�64.1%，F4:�63.6%
期望在第一次考試前後，能恢復全校復課。
原訂於28/10舉行的水運會，由於未能符合康文署場地對疫苗接種率的要求（全校疫苗接種率需達
70%或以上）而需要取消。當天改為星期四之上課日。
11月18日為全校「旅行日」，地點為海洋公園。
12月22日為「樂韻飄揚音樂日」及「聖誕聯歡會」。
1月21日為「全方位學習日」。
中一級的「一人一樂器班」：吹奏類樂器班受防疫要求限制（需佩戴口罩），學生只能在家中以網
課進行學習，其他樂器班則可在校內進行實體面授。

2020-2021年度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七次會議

2020-2021年度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八次會議
暨2021-2022年度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一次會議

執委會會議紀錄撮要

執委會會議紀錄撮要

日期：二零二一年九月十日

日期：二零二一年十月廿二日

候選人 所得票數
1 羅達慶先生 415
2 謝美芝女士 84
3 馬月珊女士 174
4 黃頴潔女士 227
5 朱景國先生 128
6 周可靜女士 167
7 潘麗華女士 125
8 詹家銘女士 192
9 黃鑑強先生 198

家長 教師
主席： 黃頴潔女士 ---
副主席： 詹家銘女士 關立新副校長
財政： 朱景國先生 楊逸軒老師
文書： 黃鑑強先生 林曼華老師
聯絡： 周可靜女士 羅玉群老師
康樂： 馬月珊女士 范小鳳老師、樊達賢老師
總務： 羅達慶先生 ---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
執行委員會互選職位後安排如下:

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第十八屆就職禮
典禮將於13/11下午2:00舉行。主禮嘉賓及兼講者為保良局心
理學家郭冬婷小姐。因疫情關係，除了全體老師及需出席領取
家長義工感謝狀或家長義工委任狀的家長外，將不會邀請其他
嘉賓到校出席。其他家長將獲邀參加網上典禮。
十二月四日為「升中講座」，邀請家長義工一同參與，以家長身分向小六學生家長介紹和分享子女的校園
生活。

二零二一年九月至十月工作匯報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執委會選舉結果
收回票數為607，有效票為564，
有33張白票，10張廢票。
以下為點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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