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家長教師會
2018-2020 年度執行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
會議紀錄
日
期：2018-11-02 (五)
時
間：4:00pm - 6:00pm
地
點：會議室
出 席 者：
家長委員：李馥芳女士(副主席)
林効諭女士(司庫)
張海媱女士(秘書)
陳浩基先生(總務)
李蓮艷女士(康樂)
周可欣女士(總務)
蔡金鉛女士(康樂)
翟慧雯女士(聯絡)
伍淑芬女士(聯絡)
教師委員：邱寶祺副校長(副主席)
黃碧琳老師(司庫)
廖艷英老師(秘書)
杜苑瑩老師(聯絡)
莊浩宇老師(推廣)
莊鎮輝老師(康樂)
孫 明老師(家長教育)
容汶姍主任(總務)
列
席：梁綺媚校長、孫偉文副校長、林晶姑娘(學生輔導員)
缺
席：李尚仁先生(主席)、鄒耀鵬先生(推廣)、薛會芳女士(家長教育)
劉 惕老師(家長教育)
紀
錄：廖艷英老師
會議內容：
1.開會祈禱
由容汶姍主任帶領開會祈禱。
2.修訂及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2018-09-07)
2.1 修訂事項 4.3.1:截至 2018 年 9 月 7 日，共有 133 名家長參與本年度家長義工團隊。
2.2 修訂事項 4.4.1:本年度全校共 91 位公教生，一年級公教生共 32 位。
2.3 修訂後全體通過 2016-2018 年度執行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紀錄。
3.續議及跟進事項
3.1 親子旅行
3.1.1 本年度親子旅行將於 2019 年 3 月 17 日舉行，地點為「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
村」，莊鎮輝老師已完成訂場程序，人數為 900 人，司庫已付訂金$18,000。午
餐方面，建議訂每席$500 的圍餐，10 人一席，即每位午膳費$50、入營費每位
$46、車費每位$40、禮物費用、保險費用，議決參加者每位費用$135。
3.1.2 如去年，禮物費用於家教會會費支出。另外，若團費不足支付總支出，將於家
教會會費中補貼。老師營費由學校支付，膳食自費。
3.1.3 去年保險費用為$2,135.13，本年度保險由家長執委李蓮艷女士跟進。
3.1.4 議決派發通告日期為 2019 年 1 月 17 日，由孫偉文副校長跟進。當日早會時間
宣傳，由莊浩宇老師及負責推廣家長執委跟進。通告截止日期為 2019 年 1 月 25
日。
3.1.5 交尾數限期，營地確實參加人數後限期，4 歲以下須否要交費、分車及分圍餐
等由莊鎮輝老師及負責康樂家長執委跟進，總務由容汶姍主任跟進，車上遊戲
及集體遊戲何浩然主任跟進。於下次會議中報告進程。
4.報告事項
4.1 新一屆執行委員會委員職位及工作
詳見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4.2 社團註冊及銀行戶口轉名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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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寄出社團註冊申請，但須等待回覆，故現在家教會的支出，若支票付款，仍然由去
屆李尚仁主席、李家麗女士及孫偉文副校長簽署，直至戶口轉名手續辦妥。
4.3 財政報告
司庫報告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結存為$81,422.8。
4.4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4.4.1 去年議決學校資助每位家長參加「燃起閱讀之火」活動一半的費用，即家教會
津貼$2,000，學校津貼$2,000。
4.4.2 本年度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的經常津貼$5,474。另外，學校社工林晶
姑娘已成功申請兩個活動的津貼，每個活動金額為$5,000，合共$10,000，會用
作購買教材、講者費用、親子工作坊費用等。當校方收到撥款後，將轉入家教
會。
4.5 家教會義工保險
司庫已向三間公司查詢義工保險費用，若為 150 名家長購買義工保險，年期由 2019 年
1 月 2 日至 2020 年 1 月 1 日、年齡由 20 歲至 60 歲，以中銀保險集團的保費為最低，
每人保費為 16 元。由於本年度有兩位義工是老婆婆，故將查詢由 20 歲至 65 及 20 歲
至 70 歲的保費，亦會檢討明年會否限制義工的年齡。
5.檢討事項
5.1 水果周
整周共送出大約 500 個摺紙草莓，拼圖遊戲亦受高年級學生歡迎，每日大約 10 至 12
個家長義工協助，老師亦送出水果糖及水果鉛筆刨，活動非常暢順。
5.2 2018-10-19 周年大會
5.2.1 修訂事項:5.1 本年度共有盈餘為$116,508.80。
5.2.2 修訂後全體通過 2018-2020 年度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紀錄。
5.2.3 全體通過 2018-2020 年度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選舉紀錄。
6. 討論事項
6.1 家長教育講座
6.1.1 本年度上學期已出 4 個活動的通告，下學期亦會出 4-6 個活動的通告。9 月份
舉行有關性教育講座，共有 32 位家長出席。10 月份家庭基石講座共有 38 位家
長出席。親子性教育活動，有家長協助，有 40 對親子參與。10 月及 11 月分別
舉行理財講座，有 26 對親子報名。將開家長小組處理情緒，只有 18 位名額，
但有 49 位家長報名，故要選一些合適的家長參加，其中有些家長期望小組能教
導如何處理做功課效率問題，但與主題不相關。
6.1.2 邱寶祺副校長已介紹一個家長如何應付考試的講座給主席，讓主席發放給其他
家長。另外，校方亦申請了 700 張「聖誕親子樂融融」的門券，建議每家庭派
發 2 張，即 350 套，共 350 個家庭可受惠。議決平均分配給各班，每班 11-12
套，透過班代表群組發放消息，但須等待該機構回覆總共的門券數目。
6.2 家校合作活動
如往年家教會協助舉辦「水果周」
、
「親子旅行」
、
「親子戲劇欣賞」
、
「親子攝影比賽」
、
「水仙花」等活動。本年度新增與「大細路劇團」舉辦兩個親子戲劇工作坊，年底將
舉行一個匯演，聯同大角咀天主教小學合辦。另外，
「以物易物」活動已交由校友會協
辦。
P.2

6.3 家長興趣班
將於 12 月開辦乾花花環製作班，因尚有花材費未確定，故收費未決定，名額大約十多
名，由杜苑瑩老師跟進日期及地點。另外，正商談中的還有泡菜製作班及餃子製作班。
6.4 家長義工獎勵計劃
獎勵計劃跟往年一樣，建議下次以表列形式展示獎勵計劃的詳情，供與會者參考。
6.5 學校清潔日
將於 11 月 29 日下午舉行學校清潔日，以迎接校慶。如往年家長義工大約 10 名參與，
清潔雨操場圖書櫃、家教室等，黃世華主任稍後會安排崗位分配。
6.6 英語活動日協助工作
將於 12 月 20 日舉行，本年度主題為職業，家教會將協助佈置一個職業為太空人的流
動壁報板及一個攤位，由孫偉文副校長提供內容。
6.7 聖誕節茶會
將於 12 月 21 日上午舉行，如往年由康樂執委負責遊戲，茶會食物以到會形式，本年
度抽獎禮物會加添由家長送出的禮物。
6.8 親子電影欣賞
因主辦欣賞電影「非同凡響」的機構回覆訂場的觀眾均要付正價，而 MCL 的戲院回覆
預訂星期日早場，學生可按照學生優惠價買票，並於至少兩星期前確定人數。議決時
間為 2018 年 12 月 1 日星期六上午舉行，地點為將軍澳 POPCORN 78 人的戲院，稍後於
班主任群組宣傳。
7.其他事項
7.1 校褸
由於去年問卷議決校褸內膽為背心，但本年度五位執委商議後結論為校褸內膽改為長
袖，並建議必須兩件一起買，不能分拆，兩件都有校徽，學生亦可分拆來穿，希望藉
班代表群組傳達訊息給各家長，稍後將進行招標。
7.2 電子通告及智能卡
由於有少部分家長只讀不回電子通告或入不足夠的款項到轉賬戶口，以致班主任逐個
致電未回覆或不足款的家長，反增加了班主任的工作量，請各執委在班代表群組內提
醒家長須入足夠的款項到轉賬戶口及回覆通告。
7.3 午膳供應商
將於 2019 年 11 月 5 日召開第一次午膳供應商的會議。現已收集了一些家長意見，會
議亦有家長代表出席。雖帆船飲食集團有限公司是富經驗的公司，但因午膳供應商減
少，帆船飲食集團有限公司須增聘大量新人手、故出現人手經驗不足、有時件頭食物
份量預不足及清潔等問題，都是第一次會議的討論重點。
7.4 校車
課後活動小組校車的點名出現問題，致有學生因坐錯車而中途要換車的個案，學校會
跟進。
7.5 新數學用書
因教育局將出新課程，現各出版社將於一月送一至三年級經教育局審核的書版，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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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月才收到出版社四至六年級經審核的書版，數學科老師才能開始審書，故不一
定能於 19-20 年度換書，現正待教育局審批各出版社的時間，但現已獲得校董會的
批准啟動選書程序。
7.6 常識用書
因新的常識科課程指引已完成，常識科老師亦將進行新書審書程序。
8.下次會議日期
日期：2019 年 1 月 4 日
時間：下午 6 時至 8 時
地點：會議室
9.散會祈禱
由容汶姍主任帶領散會領禱。

Signed
紀錄：__________________
(廖艷英老師)

Signed
主席簽閱：___________________
（李尚仁先生）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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