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派出兩組同學參加2022年香港創意數理科學4D Frame
比賽，其中一組同學獲得初中組銅獎，得獎者為孫柏妍及
陳姵而同學。她們獲邀代表香港出戰國際賽，由於受疫情影
響，同學們未能親赴韓國作賽，需以視像形式比賽。兩位同
學創意十足，表現出眾，最終於國際賽中奪得金獎。

林詩敏老師

詹曉雯同學獲 
2022荃葵青傑出學生獎

本校學生在荃葵青優秀學生 
選舉2021中取得優越成績

荃葵青傑出學生選舉荃葵青傑出學生選舉
本校向來積極培育學生成長及多元發展，為使同學能更上一層
樓，本校更提供了不同的學習機會，讓同學挑戰自己，發展潛
能，成為明日領袖。

荃葵青傑出學生選舉荃葵青傑出學生選舉
2021/20222021/2022

詹曉雯詹曉雯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
2021/20222021/2022

初中優勝：陳佩而初中優勝：陳佩而
高中優異：李紫柔高中優異：李紫柔

連續四年代表香港出戰連續四年代表香港出戰
韓國國際數理科學創意比賽韓國國際數理科學創意比賽

金 獎金 獎

Po Leung Kuk Lo Kit Sing (1983) CPo Leung Kuk Lo Kit Sing (1983) College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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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聽到有些同學表示對學習英語感到壓力，這也是可以理
解的。要學好英語，絕非只是做做老師的練習便可以，同學
必須主動地多聽、多說、多寫和多看其他的英語材料。一個
能夠達至「多看」的方法，就是多看不同的小說故事。如果
能夠找到一本有水準、內容有趣的故事書來閱讀，那麼更是
一件樂事。

記得那年從新聞媒體得知，在英美等地，有一部連篇小說
非常流行，萬千的書迷正期待新的一集能夠早日出版。在
好奇心驅使下，我購買了那系列的第一集故事回家閱讀。
那就是我現在要向大家推薦的小說 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

《哈利波特》的作者羅琳以非常輕鬆的手法，娓娓地說出一個新奇、充滿驚喜的
魔法世界歷險故事。當中有歡樂、有悲傷、有恐惧、亦有死亡。縱使那是作者幻
想出來的世界，但故事中的人物卻又活靈活現地呈現在我們眼前。

在眾多角色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Harry的同學Neville。Neville自小是
一個膽小、怕事的男孩，在學校裡經常受人欺負。但到學期結束時，他亦逐漸成
長及變得勇敢，最後更成為社際比賽冠軍的英雄。同時，校長Dumbledore在學期
結束時對 Neville的一番讚賞說話，簡單但卻充滿睿智和人生哲理，更令人感動。

羅頴忠校長

為了讓中一及中二的同學有閱讀《哈利波特》的機會，學校在今年購買
了一批第一集及第二集小說回來，給每位同學閱讀。同時，我們亦以魔
法世界為主題，佈置了英語角English     Corner讓同學仿佛可以置身於故事 
當中，從而增加閱讀的樂趣。最後，希望同學能夠養成閱讀英語的習慣
和能力，從此不再恐懼英文了。

保良局屬下中學第四十屆聯校水運會

家傳之「簿」

《四維八德踐行獎》

超凡學生嘉許慶典禮2022

我與《哈利波特》的魔法石

校長 的話

2022-2023年度關注事項2022-2023年度關注事項

多元活動， 
促進全人發展

添置電子互動白板，
締造數碼化校園

同儕分享教學成果，
促進學生學習表現

菁莪茁壯菁莪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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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tion Ceremony 2022Graduation Ceremony 2022

2022 JUPAS Offer Result2022 JUPAS Offer Result

Po Leung Kuk Scholarship ListsPo Leung Kuk Scholarship Lists

Mr Kwan Lap Sun, Vice-Principal

6A Ko Tsz Hin 

SITAR Corey, our NET

Exploring Madame Tussauds and the Peak

The 2021/22 Graduation Ceremony of our school was held in our school hall on 30 
June 2022.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ceremony was held on a class basis 
with four sessions to keep social distancing in the School Hall. The arrangement 
wa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previous two years. Although the event was run under this 
situation, all participants including the Principal, teachers, graduates, and their parents 
enjoyed the ceremony very much.  
When the ceremony began, all participants in the ceremony were inspired by the 
speech given by our Principal, Ms LAW Wing Chung. Then, each graduate received 
the Graduation Certificate from our Principal on the stage and took a class graduation 
photo. At last, an inspirational valedictory speech was given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each graduate class.  
After the ceremony, the graduates and their families moved to our well-decorated 
Second Hall to take photos to capture these precious moments. The ceremony was 
well received. All participants appreciated the arrangements by our school and the 
efforts we put into the preparation of the ceremony. 
We are so proud of our Class of 2022 and the hard work and perseverance sh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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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s! This is now my third year with our wonderful school. My, how 
time flies! The first two years have been very difficult for everyone. Students 
have had to learn new ways to study, which has been very stressful for you. 
Teachers have had to learn new ways to teach since we haven’t had enough 
time with you all in our classes. Still, we have worked hard to get where we 
are.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is near!
I can’t wait for things to return to normal. I look forward to spending more 
time with all of you in English Corner. The principal and support staff have 
put so much work into designing the English Corner so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offer you some very fun learning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some great 
opportunities to relax and enjoy yourself. 
Form 1 students, though you don’t study with me this year, I do hope to see 
you visit the English Corner more. I always enjoy chatting with our newest 
students.
Let’s make 2022-2023 the best year yet.

Ms Cheung Suk Yee, Vice-Principal
Under the pandemic, the chance for students to have visits outside the school 
campus was greatly reduced. Luckily, the S2 students in last academic year 
still got the chance to join the tour ‘Exploring Madame Tussauds and the 
Peak’ with our Principal and 8 English teachers on 23rd May 2022. 
In that morning, the wax museum was exclusively open for our students and 
teachers. Apart from exploring the exhibits in Madame Tussauds, the students 
also joined the ‘Behind the Scene Tour’ to learn about the making process 
of wax statues. The students took lots of pictures with the wax statues of 
celebrities and influential people in the world. They have also learnt more 
about the wax statue making. They had a wonderful and eye-opening time 
at the Peak.

Students achieved satisfactory results in 2022 JUPAS offer. About 
85.9% of our S6 students were offered degree and sub-degree 
programmes in JUPAS application.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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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ad that I was nominated for the Future Stars – Upward 
Mobility Scholarship 2022. I was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when I was 
told I was one of the awardees.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both the sponsors of the scholarship – Henderson Land 
Group and the school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The awar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me. Not only does it provide 
me financial support , but it also gives me a sense of achievement. 
I am from a less well-off family.  The scholarship has enabled me to 
join more courses to prepare for the HKDSE, develop my potential 
and improve my examination skills. I have learnt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a positive attitude in face of adversity. Life is full of 
challenges. It is how one overcome those challenges with strength 
and positivity.  

2022 HKDSE Results2022 HKDS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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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Stars – Future Stars – 
Upward Mobility Scholarship 2022Upward Mobility Scholarship 2022

Po Leung Kuk Ho Yuk Ching  
Children and Education Fund 
4B LAU S. H.
5A TAI W. M.

Po Leung Kuk Scholarship
2A LAI M. S.
3A ZHANG Z.
4C CHUNG C. H.
5A LEE W. Y.
6C CHIM H. M.

Year 1 NG W. L.
Po Leung Kuk Wong Yat Sin 

Scholarship
2A HO T. S.
3A LEUNG C. H.
4A LI C. T.
5A CHU K. H.
6A KO T. H.

The scholarship is a recognition of my 
hard work. I want to remind my fellow  
schoolmates that every opportunity is 
invaluable. It has been said that when 
opportunity presents itself, don’t be afraid 
to go after it!

2022 JUPAS Offer 
 

 

Degree Programme
87%

Associate Degree / 
Higher Diploma 

Programme
10%

Diploma / Foundation 
Diploma  Programme

2% Repeat
1%

2022 Secondary 6 Graduates'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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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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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Take a Group Photo Photo with a Korean Celebrity Photo with Our Premier

Playing Basketball with Ya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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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73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Festival (English Speech)

Kicking-off Ceremony Kicking-off Ceremony 
of Campus Themeof Campus Theme

2022 童軍宣誓2022 童軍宣誓

升旗禮升旗禮

Baking ClassBaking Class

F.2 Activity - Science ExploreF.2 Activity - Science Explore

小人國熱縮片相架工作坊小人國熱縮片相架工作坊

保良局前主席王賜豪醫生醫護團隊保良局前主席王賜豪醫生醫護團隊
到校為學生接種科興疫苗到校為學生接種科興疫苗

青少年抗疫連線 - 童心抗疫青少年抗疫連線 - 童心抗疫

禁毒教育＠禁毒教育＠
模擬法庭2.0之賽前互動坊模擬法庭2.0之賽前互動坊

Joint Inauguration Ceremony - Joint Inauguration Ceremony - 
Prefect TeamPrefect Team

中六視藝班學生畢業展中六視藝班學生畢業展

愛心行動獎2021-2022愛心行動獎2021-2022保良局回歸盃屬校中小學保良局回歸盃屬校中小學
乒乓球錦標賽乒乓球錦標賽

藍鴻震教授到校進行藍鴻震教授到校進行
國家和社會發展講座國家和社會發展講座

The Very First AI Quadrupedal The Very First AI Quadrupedal 
Robot CompetitionRobot Competition

Mosaic Art WorkshopMosaic Art Workshop

2022-2023 2022-2023 
New Staff OrientationNew Staff Orientation

2021-2022 年度2021-2022 年度
校際羽毛球比賽 - 男乙冠軍校際羽毛球比賽 - 男乙冠軍

Campus Tour - S.1 ParentsCampus Tour - S.1 Parents

HKSSF Kwai Tsing Secondary Schools HKSSF Kwai Tsing Secondary Schools 
Area Committee Inter-School Area Committee Inter-School 

Swimming Competition 2022-2023Swimming Competition 2022-2023

Life-wide Learning Programme – Life-wide Learning Programme – 
Disney Theme Park AdventureDisney Theme Park Adventure

Anti-bullying WorkshopAnti-bullying Workshop

Expressive Art Therapy WorkshopExpressive Art Therapy Workshop

House Annual General MeetingHous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中一家長與班主任中一家長與班主任
真情對話分享會真情對話分享會

參加保良局微電影創作比賽參加保良局微電影創作比賽

保良局同窗共濟祝福行動保良局同窗共濟祝福行動

學界閃避球新秀賽 - 女子組冠軍學界閃避球新秀賽 - 女子組冠軍
Museum Visit - Museum Visit - 

Hong Kong Palace Museum Hong Kong Palace Museum 

校園生活剪影校園生活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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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下推動環保教育疫下推動環保教育
建構八三綠色校園建構八三綠色校園

樂韻飄揚音樂日樂韻飄揚音樂日

全方位學習 全方位學習 
天際100學堂天際100學堂

Love and Hope CentreLove and Hope Centre

正向守護 馥澤校園正向守護 馥澤校園

區美珊老師

何妙芝老師

林詩敏老師

張淑華助理副校長

張淑華助理副校長

為了加強師生之間的連繫及培養同學
對班級及學校的歸屬感，本校於2022
年9月16日﹙星期五﹚定為「與你同樂
日」。當天，本校中一至中六同學參與
各種不同的班際或級際活動以達致上
述目的。

人工智能探索工作坊													李光德老師
學生使用	 MacBook	 Pro	 的專屬軟件	 Xcode	 學習人
工智能(AI)	 及機器學習。在工作坊中，學生需要先掌握
Xcode的運用，包括陣列、循環、及函式等語法。然後，
使用人工智能中的機器學習訓練電腦認識一系列的圖
片，最後，學生分組展示學習成果，包括怎樣提高辨認
圖片的準確度及分享運用人工智能對社會的益處及正
面影響。

賽馬會編「社」人生計劃													李光德老師
在2019/2020	 學年參加了香港大學的C4C課程，培養我
們的新一代借助先進的學習技術，學習如何編碼。學生
需要學習在社會環境中解決問題，並在校外應用編程技
能。隨著我們社會中大多數人使用移動技術，學生有很
多機會通過應用編碼技能為社區做出貢獻並幫助周圍的
人。這就是青年夥伴關係的社區指導計劃的重要性。

編程工作坊													李光德老師
學校於2020/2021學年成功申請了「中學IT創新實驗室」
計劃。透過計劃，學校添置了新的電腦硬件及為同學舉辦
了不同的工作坊。工作坊的活動有助提高學生學習資訊
科技的興趣，培養創意及邏輯思維，推動資訊科技的學
習氛圍，鼓勵他們選擇相關科技範疇的大專課程和在未
來投身創科行業。因為反應正面，在本學年學校會舉辦
更多的工作坊，讓同學接觸不同的資訊科技範疇。

張家豪老師、樊達賢老師	

本校於校園入口增設「魚菜共生中草藥園」，別具環保特色。我們在原有
的魚池上加建相關系統，將魚池內的有機質，過濾成植物可吸收的硝酸
鹽後供應給中草藥，同時中草藥的根系把系統內的水淨化，提供魚池使
用。系統降低化學肥料的使用，更可淨化水質，令水資源能夠源源不絕
循環再利用。此外，透過建立中草藥園，既能美化校園環境，又能教育學
生關於生態及物質循環的知識，更重要是能夠達到在社區推廣環保及中
醫藥文化之效，可謂是一舉三得。同時，本校亦是THEi舉辦的「一校一藥
園」計劃中的參與學校之一，透過在網上參與的中醫藥講座，以及在本
校花園內擺放由THEi提供的接近50種不同的中草藥，期望能加深同學
對校園綠化、中醫藥文化的理解。

本校三位中五級學生在剛過去的暑假參與了由帶路先鋒、香港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協會以及香港可持續發展教育學院舉辦的「綠色課程之旅
2022」，為期兩日的綠色課程深化了同學們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解，以及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實踐綠色生活。此外，本校學生亦積極參加環保相關
的比賽，並獲得不同的獎項。例如港燈「最傑出綠得開心學校	-	卓越獎」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低碳生活網上問答比賽」最佳成績學校優異獎及
最積極參與學校優異獎、香港浸會大學及香港有機資源中心「可持續生
活大挑戰短片拍攝比賽」最踴躍參與學校獎及最受歡迎大獎等。

樂韻飄揚音樂日為本校四社舉辦之校內比賽，於十二月聖誕假期前進
行。各社派出精英積極投入競逐各個比賽項目，包括音樂劇合唱組、粵
語歌曲組、外語歌曲組以及社際合唱組。當日，每一個參實者盡展歌喉，
台上唱得興高采烈，台下觀眾亦聽出耳油。

言而，鑑於疫情尚未平穩，為保障師生健康，是次比賽只有一個級別作
為現場觀眾，而其他班別則需要在班房內收看現場直播。雖然如此，但
參賽同學亦花盡心思去唱出動人樂曲，在台上發光發亮。而今年亦善用
了禮堂新添置之大螢幕，令整個活動生色不少。至於今年之賽果，各社
可謂平分秋色，而其中由藍社奪得了全場總冠軍。

今年七月，中三同學參加「天際100學堂」，讓同學登上全港最高點的室
內觀景台，在	360	度一覽無遺的香港風景之中進行學習活動。透過利用
3D	筆製作了立體的天際100，將科技融入數學，加強同學的立體感。

同學亦參觀了「5G科技館」，了解智慧家居、人工智能	(AI)	識別技術、工
業安全裝置等5G科技應用，豐富學生的知識。

Love	and	Hope	Centre是一個充滿愛和希望的地方，活動室內可進行各
種發展身心靈健康的活動，如靜觀、瑜珈及藝術治療等，是本校推動正
向教育的骨幹地帶。

推動正向教育，「生生互動」必不可少。我校具有「守護大使」及「正向大
使」團隊，期望以朋輩作切入，以生命影響生命。

一校一藥園一校一藥園

能源效益及節約講座能源效益及節約講座

本校榮獲由香港浸會大學及香港本校榮獲由香港浸會大學及香港
有機資源中心舉辦的「可持續生有機資源中心舉辦的「可持續生
活大挑戰短片拍攝比賽」最踴躍活大挑戰短片拍攝比賽」最踴躍

參與學校獎參與學校獎

戶內賣旗心戶內賣旗心意意卡設計比賽卡設計比賽

師生出席在展城館舉行的可持續師生出席在展城館舉行的可持續
發展委員會「低碳生活網上問答發展委員會「低碳生活網上問答

比賽」頒獎典禮比賽」頒獎典禮

天台草地天台草地 English CornerEnglish Corner

STEM RoomSTEM Room

第二禮堂新增的第二禮堂新增的
多用途桌椅多用途桌椅

舊翼2至4樓走廊桌椅更新舊翼2至4樓走廊桌椅更新

環保戶外木平台環保戶外木平台

體育儲物室體育儲物室

禮堂門口禮堂門口

IT & Language LaboratoryIT & Language Laboratory

中一：環環緊扣中一：環環緊扣

中二：世界創藝樂滿Fun 中二：世界創藝樂滿Fun 
土耳其馬賽克燈工作坊土耳其馬賽克燈工作坊

中六：班際活動中六：班際活動 中四：保齡球體驗 中四：保齡球體驗

 中四：劍擊運動體驗 中四：劍擊運動體驗

中三：大澳考察團中三：大澳考察團

中五：班際活動 中五：班際活動 
烘焙工作坊 烘焙工作坊 

與你同樂日2022-2023與你同樂日2022-2023

校園新面貌校園新面貌

IT 教育展拓生活IT 教育展拓生活

守護大使
讓學生接受正向心理及精神健康
的培訓，增加對身心健康的認識，
同時學習關心身邊的同學。守護大
使亦會邀請同儕及老師一起參與
校內不同的正向活動如「感恩匙扣
製作工作坊」及「電子舞蹈遊戲競
賽」，增強朋輩和師生間的連結。

正向大使
本校正向大使旨在於校內推廣「關
愛」、「慈善」、「感恩」，以及讓學
生理解如何照顧個人精神健康。正
向大使肩負組織活動的責任，籌備
活動如「善於感恩．聲演最真」演講
比賽、家傳之「簿」、服飾日等，帶領
同學活出正向，推動正向教育。

設計思維組 - 銅獎設計思維組 - 銅獎 最切合社區需要獎最切合社區需要獎

2022創意應用程式設計比賽暨頒獎典禮2022創意應用程式設計比賽暨頒獎典禮

運算思維組 - 優異獎運算思維組 - 優異獎

苔場盆景工作坊苔場盆景工作坊 普拉提工作坊普拉提工作坊 頌缽靜觀體驗工作坊頌缽靜觀體驗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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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採薇］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詩的景象正好描
述我加入和離開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下稱83中學)家長教師會(下稱PTA)的萬
千複雜的心情。離別之際，和各位家長分享過去一年參與PTA工作的點滴。

眾所周知，83中學是一所校風優良，無論在學業和品格教育均有卓越成就的學校。我
和各位家長一樣，懷著感恩和喜悅的心情進入校園，在滿心歡喜之餘，我在想：「要
用什麼方法來回饋學校呢？」。最後我選擇參與能夠助己助人的PTA工作。

PTA執委會差不多每月都舉行會議，商討如何加強家長與校方的溝通及合作，反映家
長的合理訴求，探討籌辦活動以改善學生福祉，各委員一直默默耕耘，做好本份。例
如，在接獲家長就校服質素不佳時，曾多次在會議中商議改善方案，最後由校方從舒
適、質料及清洗方面製訂多項指標，並由家長委員按此徵詢家長的意見。惠及學生福
祉方面，曾贊助學校旅行攝影比賽的獎品、製作聖誕曲奇，派發給全校學生，送贈紀
念品給中六畢業生，活動多不勝數。過去一年PTA參與的會議和籌辦的活動共有50項
之多。雖然本屆PTA的工作受1月至2月的新冠疫情及3月至4月的提前暑假影響而需暫
停，5月後各委員不辭勞苦，馬不停蹄，盡心盡力趕回進度，活動籌辦得有聲有色，獲
學生、家長及活動參加者高度讚許。

我想特別在此衷心感謝羅校長，關副校長和各PTA教師委員，在兼顧繁重校務及教學
工作同時為家長委員提供全力協助和不間斷的支持，讓家校合作跨進了一大步。我亦
懇請各位家長懷著感恩的心，積極投入學校的義工行列，為我們的子女樹立榜樣，共
建美好和諧的校園。我因健康問題不得已暫別PTA的工作，加入PTA時，懷著感恩的
心，離開時，希望得到大家的包容。

•校務簡報（關立新副校長）
關副校長感謝PTA贊助全校旅行(18/11)攝影比賽獎品。
因應全日上課安排，校方已添置飯檯，方便更多學生留校午膳。
第一次統測後，班主任已適時向成績未如理想學生及家長提供心理輔導及學術支援。
每天早會，老師帶領全校師生進行「三分鐘呼吸訓練」。
為提升學生對國家的認識及對國民身分的認同，培養責任感及承擔精神，校方於12月3日在演講室展
示了以「國家憲法」為主題的展板，各班學生均曾到場參觀。
中國歷史科老師於12月13日的早會上，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致辭，帶領學生回顧歷
史及默哀。

•二零二一年十月至十二月工作匯報
通過建議由中六班代表以書面形式向PTA提出：由PTA代為收支中六學生的謝師宴帳項。
通過資助中六同學「畢業班照片」每人十元，全級共資助$1,100。
通過撥款 2,500元以作為印刷校訊內的PTA頁面。
12月17日舉行派發聖誕曲奇活動。
通過於中六模擬考試之前，購買小食送贈全級中六學生，為同學打氣。
議決本年度暫停舉辦PTA旅行活動。

•校務簡報（關立新副校長）
學生和教師層面上只有零星個案，並不需要實施「全班停課」的行政措施。校方時刻為校園清潔和消毒，
以保障師生的健康和安全。
中六級於9月19日起進行全日面授課，中一級學生亦會於下午進行視像功課輔導班。
Day For You 於9月16日舉行，全校師生參與不同級本經營的活動，培養學生對學校及班級的歸屬感。
全校旅行(11/11)於香港迪士尼樂園舉行，校方將資助每位學生 $290。
本校已於九月十五日進行了教員校董補選，恭賀陳偉傑副校長當選。
本校學生於《香港創意數理科學4DFrame比賽》中獲獎，將到韓國進行決賽；此外，本校於《傳承‧想
創--積極推廣中國歷史與中華文化比賽》中獲獎。 

•二零二二年八月至九月工作匯報
22位家長於8月26日晚上出席了「家福會家長網上工作坊」講座，主題為《青春印記之關係增潤工作坊》
。家長回饋正面。
15個家庭於9月3日上午參加了「冰皮月餅親子製作班」。家長回饋正面。
范小鳳老師報告委員更新工作已獲社團註冊處回覆完成並存檔。
樊達賢老師感謝朱景國先生及馬月珊女士出席《保良局賣旗籌款日》，給予支持和幫忙。

•校務簡報（羅頴忠校長）
本屆DSE成績為三年以來最佳成績，於核心四個科目中，本校學生考獲「4或以上」的百分率比全港學
生高百分之二十；考獲入大學資格「3322」者，為百分之八十五；考獲「5*及5**」者，為數亦不少。
數位教師及學生不幸染疫，但並不需要實施「全班停課」的行政措施。校方亦採取有效措施，斷絕有可
能的傳播鏈。
學生在學界羽毛球及閃避球屢獲佳績。
中一樂器班仍會在暑假期間以ZOOM及實體形式完成最後數節課。
校方為中一至中四級學生安排不同活動，拓闊學生眼界。

•二零二二年六月至七月工作匯報
於18/6 順利進行了週末花藝班，並在七月舉辦了四課「養生瑜伽普拉提」，學員回饋正面。
通過向中一至中五各班(共20班)考獲全班第一名的學生頒發「家長教師會獎學金」，每人現金$200，
以示鼓勵。本會共津$4,000元。
通過贊助九月份 Day For You 某一級的班會活動。
教育局$20,000元津助的運用: 聖誕曲奇班 ( $1,300)、海洋公園攝影比賽 ($1,600)、快測包 ($10,000)
、張笑容網上家長講座 ($4,500)、插花班 ($3,800)、瑜伽班 ($2,700)。共用 $23,900。
邀請兩位家教會幹事擔任保良局賣旗日家長義工。
各委員一致同意邀請「家福會」於暑期內舉辦家長工作坊，並期望於十月份本會就職典禮當日安排相
關青少年講座。
校方重視家長對校服質素未如理想的意見。

•校務簡報（羅頴忠校長及關立新副校長）
因疫情嚴峻及受特別假期影響，學生學習及參與活動的機會受到阻礙。校方利用資訊科技，為學生
提供學術上的教學課程及非學術的活動。
校方於學校恢復實體面授課前，已為校園設施進行全面消毒清潔，規定學生每天上課前均須進行的
病毒檢測，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免費快速檢測包，以保障校園安全及學生健康。
校方亦對校內設備進行升級，並派發平板電腦給已訂購之學生。

•二零二二年一月至二零二二年五月工作匯報
約有120位家長及教師出席5月13日晚上舉行網上親子講座，題目是「在疫情下的親子關係及家長如
何支持子女應付校內考試」。
為了照顧復課後學生對快測包需求，本會訂購了417盒檢測包。於17/5/2022以優惠價供家長及學生
購買，支出餘額由家教會補貼。
並通過將餘下快測包贊助校方，讓校方處理、善用資源。
本會暫代收取中六級 $4,700 謝師宴款項。
通過於18/6/2022重辦花藝班，以「匙扣拼畫」作為中六紀念品，停辦暑期中一新生英文班，於七月
舉辦「家長瑜伽班」活動。

•討論事項
家長委員一致通過來年度凍結最多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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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包容感恩、包容

第十九屆執委會週年選舉日程表第十九屆執委會週年選舉日程表

家 長家 長
的 話的 話

2021-2022年度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二次會議

2021-2022年度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五次會議

2021-2022年度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四次會議

2021-2022年度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三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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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鑑強先生
(2021-2022 年度家教會委員 – 文書)

日期：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日期：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日期：二零二二年八月三日

日期：二零二二年六月二日

•校務簡報（羅頴忠校長）
學校已於九月下旬安排中六級進行全日面授課。現時全校學生接種率接近九成，校方已為中一至中
五級恢復全日面授課作全面準備，包括擬定文件呈交校董會及教育局作審批，安排訂購飯盒及為學
生留校午膳的安排。目標於十一月十一日或之前實施。
校方為培育學生的語文能力，每間班房添置英語電視頻道，亦重新裝修及佈置英語閣，選取一系列
適合不同級別的英語小說供學生閱讀。

•財務報告（朱景國先生、梁駿灝老師）
本會銀行月結單顯示：儲蓄戶口結餘為$142,000；往來戶口結餘為：$5,130，小額備用金結餘為
$1,383。本會於資產負債表中結餘為$148,508.70.

•二零二二年九月至十月工作匯報
羅達慶先生報告PTA網頁更新工作已完成並把內容提交關副校長。
范小鳳老師報告已向銀行遞交帳戶更新簽署人申請，處理時間約需一個月。
通過批出上限$3,500 以作為印刷校訊內的PTA頁面。
邀請羅玉群老師為名譽會員工作在跟進中。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第十九屆執行委員會就職禮將於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時十五分舉
行，誠邀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黎志輝先生為主禮嘉賓。

范小鳳老師報告第十九屆執委選舉結果
收回票數為613，有效票為558，有42張白票，13張廢票。
以下為點票結果：

2021-2022年度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六次會議

執委會會議紀錄撮要 日期：二零二二年十月十四日

候選人 所得票數
1 朱景國先生 243
2 蔡寶雯女士 108
3 梁健泉先生 117
4 楊敏女士 99
5 林燕瑜女士 153
6 黃頴潔女士 306
7 周可靜女士 245
8 馬月珊女士 238

家長 教師
主席： 黃頴潔女士 ---

副主席： 馬月珊女士 關立新副校長
司庫： 朱景國先生 梁駿灝老師
文書： 林燕瑜女士 吳偉倫老師
聯絡： 周可靜女士 范小鳳老師
康樂： 梁健泉先生 林曼華老師
總務： 蔡寶雯女士 ---

2022年 流程
7/9 (三) 派發家長信，呼籲參選
15/9 (四) 電子通告回條截止
26/9 (一) 候選家長遞交政綱截止
29/9 (四) 派發投票表格、全校家長投票
7/10 (五) 交回選票 截止日期

10/10 (一) 點票並通知參選人結果
14/10 (五) 召開執委會議，新舊委員共同出席
29/10 (六) 週年大會暨交職典禮

關立新副校長主持第十九屆家長職位選舉。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互選職位後安排如下:

中一家長校園遊 家長烘焙班

冰皮月餅製作班

養生瑜伽普拉提

青春印記•關係增潤工作坊

關立新副校長感謝PTA給《Day For You》活動贊助 $4,800，作為中五級及中六級同學購買食物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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