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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聖安德肋小學家長教師會 

2018-2020 年度執行委員會 

第八次會議 

會議紀錄 

日    期：2020-04-03 (五) 

時    間：3:15pm - 5:00pm 

地    點：會議室/Zoom 214 287 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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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會芳女士(家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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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世華主任(司庫)        

廖艷英老師(秘書)          杜苑瑩老師(聯絡)         黃諾詩主任(聯絡) 

陳錦賢主任(推廣)          劉  惕老師(家長教育)     孫明老師(家長教育)      

容汶姍主任(總務)          莊鎮輝老師(康樂)    

 

列 席 者：梁綺媚校長 孫偉文副校長 林佩如姑娘(學生輔導員)黃綺梃姑娘(學生輔導助理)            

 

紀    錄：廖艷英老師 

 

會議內容：  

 

1.  開會祈禱  

•由黃碧琳老師帶領開會祈禱。 

 

2.  修訂及通過上次會議紀錄 (2020-01-03) 

•全體通過 2018-2020 年度執行委員會第七次會議紀錄。 

 

3.  續議及跟進事項 

    3.1  下學期活動 

         •因應疫情的發展，稍後再商議。 

 

4.  報告事項 

    4.1   財政報告 

          •截至 2020-04-03 結存 HK$139,083.62。(詳見附件) 

 

4.2   家庭及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4.2.1 已成功申請資助包括正向管教講座及小組、親子工作坊及親子戲劇工作坊， 

資助額為$20,000。 



 P.2

4.2.2 因疫情關係，正向管教講座將可以 Zoom 形式進行，日期待定，時間如往常 

於下午舉行，小組及工作坊則待復課後再商議。 

4.2.3 因親子戲劇工作坊難以 Zoom 形式進行，故活動舉行日期待復課後再商議。 

4.2.4 若於本年度未用完的資助需退回給家校合作委員會，故將查詢有關資助能 

否延期。 

 

4.3  學校報告 

      4.3.1   復課 

             •未知何時復課，復課日期取決於疫情穩定及口罩供應穩定，但教育局答應若 

決定復課日期，會給學校 3 星期準備時間，可能分階段復課或復課後半日制 

上課。 

                   

4.3.2   口罩 

             •香港天主教學校服務中心防疫用品(口罩)招標結果為 Forever Nice Group  

Holdings (Oxyair mask)的成人口罩及中童口罩。口罩材料質素附合歐盟標 

準，價格$1.8 一個，50 個一盒(每盒$90)，獨立包裝，廠房於葵涌。 

             •學校可於 4 月 14 日開始向服務中心訂購，教師及家長都可透過學校訂購，待

查詢訂購細則後，公佈訂購程序。 

      

4.3.3   新校曆表 

             •因為學年過渡的工作及學校周年清潔及維修，新校曆表的暑假安排不會再更 

改。 

             •考試延至 7 月中，但亦要視乎疫情發展。 

             •五年級需考呈分試，六年級因可能需拿成績表到中學叩門，故希望學生能有 

兩張六年級成績表，計劃六年級亦需考試。 

•若疫情穩定，計劃於 8 月為五、六年級學生補課。 

      

4.3.4   校車 

             •因配合校車公司現金狀況，該公司已收的 2 月份車費，將於三個月退回，例

如 5、6 及 7 月或 6、7 及 9 月。 

      

4.3.5   校服 

             •若復課後，學生需換季，班主任將透過陽光電話通知家長。 

•班代表可通知家長若仍未購買夏季校服，可自行到校服公司購買。 

      

4.3.6   午膳 

             •5 月若能復課，為減少人群聚集，將有新午膳安排。 

•若復課改為半日制，不再訂午膳，則午膳供應商會把已收取 2 月份的午膳費 

用，如往常於暑假前退還給學生。 

      

4.5.7   Zoom 教學 

             •復活節假期後，4 月 20 至 24 日仍以視像問功課時間表用 Zoom 上課。 



 P.3

•於 4 月 27 日開始以實時教學時間表用 Zoom 上課。 

 

4.5.8   境外交流 

             •交流團因疫情已取消，已交境外交流團費用的學生，只能取回小部份團費， 

故學校將向教育局申請補貼因取消交流團的團費損失。 

 

5.  討論事項 

    5.1   實時教學時間表 

          •復活節假期後，依實時教學時間表進行 Zoom 網上課堂。 

          •以 Moodle 發放電子功課，供家長下載及核對答案。 

          •以 eClass 顯示每天的各項功課。 

•30 班學生將有新的時間表，各班均用 Zoom 上課。 

•新時間表採用 5 天循環週，即 1 cycle 由 Day1 至 Day5。 

•每日上午有中、英、數課、中、英、數每週上 5 節、常識 3 節、視藝 1 節、音樂

及宗教則隔週上課。 

•根據教育局指引，為保護眼睛健康，每節之間將有 25 分鐘休息，亦會教導學生 

做護眼操。 

•下午則是輔導課、心靈輔導課、閱讀課及 SMART 課等。 

•課堂會利用電子書、簡報等，以互動及問答形式教學。 

•因之前用 Zoom 上課，雖低年級出席率已超過 80%，但高年級出席率仍未如理想， 

請班代表加強聯繫其他家長，鼓勵學生上 Zoom 課。 

•因擔心學生仍因未有電腦而無法進行網上課堂，林姑娘已向明愛機構申請贈送或 

借用電腦或平板電腦給學生，至今已有十多位學生受惠。 

          •林姑娘將聯絡 2 或 3 位小朋友的家長，詢問是否需要提供電腦支援。 

          •如有家長想捐贈電腦，可直接聯絡學校。 

              

5.2   家教會會訊 

          •現階段開始報價程序。 

•由陳錦賢主任負責，孫明老師協助。 

•已通知主席撰稿《主席的話》。 

 

    5.3   28/2 家長也敬師活動 

•復課後，再商議。 

       

5.4   29/5 班代表會議 

          •若已復課，會議將如常舉行。 

•若未能復課，或以 Zoom 形式開會。 

 

    5.5   27/6 畢業感恩祭及聚餐 

•發了 7 封聚餐報價書，已收回 5 封，去年訂的酒店已回覆當天已被訂。若疫情未 

穩定，考慮以到會形式舉行聚餐。 

•已訂聖安德肋堂舉行感恩祭，但若疫情未穩定，考慮在本校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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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教學生畫自己的樣子，以製作畢業手帕紀念品。 

          •畢業公仔每隻$70，消毒每隻再加$40，因消毒費用昂貴，執委稍後再商議是否 

需要。 

 

5.6   下學期家長興趣班 

          •原計劃於 3 月份開辦編織班，因受疫情影響而取消。 

•復課後，再商議。 

     

    5.7   2020-2022 家教會執行委員會選舉 

          •9 月將開始選舉程序。 

•現屆家教會執委需開始物色及鼓勵合適家長參選，亦鼓勵部分可連任的執委繼續 

參選。 

 

6.  其他事項 

    6.1   升中選校 

          •本年度新措施，於 2020-04-07 中學會郵寄或以電話通知自行分配學位階段取錄的

學生，但學生不需要回應或回覆拒絕。 

•班主任會透過陽光電話温馨提示家長現階段的做法及程序。 

     

6.2   25/4 升中家長會 

          •用 Zoom 形式舉行。 

•23/4 至 24/4 家長需到校領取有關文件。 

     

6.3   電子通告及電子收費 

          •5 月份開始，本校發放資訊及通告改用 eClass app。  

•下學年，電子收費改用 Alipay。 

 

6.4   校友會 

•升中巡禮取消。 

 

7.  下次會議日期 

    •視乎復課情況，日期待定。 

 

8.  散會祈禱  

•由黃碧琳老師帶領散會領禱。 

 

紀錄：___________________    主席簽閱：___________________ 

         (廖艷英老師)              （李尚仁先生）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signed sign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