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聖安德肋小學家長教師會
2020-2022 年度執行委員會
第五次會議
會議紀錄
日
期：2021-09-03 (五)
時
間：2:15p.m. - 4:15p.m.
地
點：會議室
出 席 者：
家長委員：郭建麟先生(主席)
Ms. Judith Rodanilla (副主席)
鄭美兒女士(司庫)
瞿紫恆女士(秘書)
蔡瑤玟女士(總務)
簡穎淇女士(總務)
莫詠平先生(推廣)
翟慧雯女士(聯絡)
張慧君女士(聯絡)
周可欣女士(家長教育)
葉 琳女士(康樂)
教師委員：邱寶祺副校長(副主席)
黃世華主任(司庫)
陸嘉儀老師(秘書)
安靜文老師(聯絡)
陳錦賢主任(推廣)
黃書琪老師(康樂)
黃諾詩主任(家長教育)
吳婉香老師(家長教育)
容汶姍主任(總務)
列
席：梁綺媚校長、陳梓曦(學生輔導員)、崔錦欣姑娘(學生輔導助理)
缺
席：黃書琪老師(康樂)、黃世華主任(司庫)(疫苗假)、周可欣女士(家長教育)、
簡穎淇女士(總務)
紀
錄：陸嘉儀老師
會議內容：
1.開會祈禱
由邱寶祺副校長帶領開會祈禱。
2.修訂及通過上次會議紀錄 (2021-05-14)
3.續議及跟進事項
沒有續議及跟進事項。
4.報告事項
4.1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申請中，港幣$5,780 為經常津貼；港幣$20,000 為家校
合作活動津貼：港幣$10,000 用於家長講座，港幣$10,000 用於申請戲劇教育，當中
包括家長及親子培訓；另有港幣$20,000 津貼，將用於與幼稚園進行不同的活動，並
購買一些 STEM 物品、圖書和小禮物。
4.2 家長校董選舉
2021-09-09 選舉主任向全校家長發出書面選舉通知後，每名家長可使用隨附的參選
報名表格提名本人自己或一名合資格的候選人參選。2021-09-23 截止提名。每位獲
提名的候選人須在 2021-09-27 或之前向選舉主任提供個人資料簡介。選舉主任會在
2021-09-28 或之前核實候選人的資料。如有多於兩位家長校董候選人，選舉主任會
在 2021-10-08 於本校禮堂為候選人安排一個簡介會，以便他們向所有家長介紹自己
及解答家長提出的問題。2021-10-11 選舉主任向所有學生的家庭發出兩張選票，供
家長在 2021-10-15 投票日下午 4:00p.m.前投票，選票可投進校務處外的投票箱。如
有上訴，落選的候選人可以書面方式在 2021-10-19 或之前向家長教師會提出。
4.3 2021-09-25 班代表選舉
班主任會參考過往的班代表名單，於當天選出兩名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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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財政報告
截至 2021-05-14，結存為港幣$197,264.85。2021-05-14 至 2021-08-31 總支出為港幣
$27,339.42。截至 2021-08-31，結存為港幣$169,925.43。另外，截至 2021-08-31，零
用現金結存為港幣$1,099.20。
4.5 學校報告
4.5.1 新冠肺炎疫苗接種
截至 2021-09-03 止，教職員及經常進出校園人士（包括校工、園藝、保安、
校車褓姆和心理學家）已有九成以上的人接種了最少一劑或兩劑新冠肺炎疫
苗，只有大約 10 人未接種。另外，本校共有五位 12 歲的學生，家長都在考慮
是否接種，暫時未有學生接種。
4.5.2 家長義工
家長執委及協助派發午膳的家長義工均被界定為經常進出校園人士，須接種最
少一劑新冠肺炎疫苗。
4.5.3 上課時間（半日制）
上午的課堂時間涵蓋所有學科。本學年的上課時間會有微調：早會時間會縮
短，提早在 8:20a.m.完結，8:25a.m.開始第一堂；小息時間為 15 分鐘。每課
節均為 35 分鐘。開學安排方面，開學首五天為適應天，至 2021-09-08 開始按
循環週時間表上課。小一學生參加由明愛籌辦的適應班，為期五天的適應班能
讓學生熟習上學模式。他們都適應得不錯，明年將繼續舉辦小一適應班。另
外，下午以 Zoom 形式上課的 SMART 課將會有固定上課時間：10 月開始，逢雙
週星期三 2:30p.m.-3:05p.m.上課。VIP 課及成長課都是每月一次。10 月開
始，學生可參加自費興趣班，例如游泳及以 Zoom 課形式進行的課堂。另外，9
月開始，學生可參加由老師帶領的活動，例如補底班及成長的天空，時間為
12:30p.m.-1:30 p.m.，在放學後留校活動，家長須留意此時段沒有安排校車
接送學生回家。
4.5.4 校車
本年是與校車公司第二年合作，雙方協調順利，須注意乘坐校車的小一學生的
適應情況。
4.5.5 校服
本年是與校服公司第三年合作，冬季及夏季校服都沒有加價。學校將於 20212022 年度再招標，屆時會見供應商及檢視校服質料。另外，家長委員會幫忙
收集家長捐贈的校服，幫助有需要的學生。
4.5.6 午膳
現時半日制的午膳餐盒為港幣$25，由於要用即棄餐盒令成本上升，因此比以
往全日制貴了港幣$0.5。「帆船」午膳供應商會提供 A,B 及 C 餐。當中 A 及 B
餐是熱食，C 餐為需要翻熱的餸菜，每份 250g，大約可供 2 人食用。家長義工
會協助用保溫袋盛載午膳餐盒給低年級學生。
4.5.7 小一選校策略
「小一選校策略」活動順利完成，有 66 個家庭親身到校出席，合共 138 人；
約 85 人以 Zoom 形式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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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 創校 60 周年校慶
2021-09-25 會向家長解說如何訂購校慶紀念品：公仔及郵票小全張。202111-30 上午在於聖安德肋堂舉行感恩祭，屆時天主教佑華小學及本校都會派代
表出席，本校的家長執委及學生代表，包括高年級學生、教友學生及歌詠團學
生將會出席，當天也可能邀請嘉賓共進午餐。
4.5.9 特定用途費
上學年的特定用途費用於更換四個級別的大電視，並已於 2020 年 12 月完成更
換。至於本學年，學生每人須繳交港幣$300 特定用途費，並將使用二十多萬
特定用途費，分別用於冷氣清潔及維修、兩間音樂室更換大電視、一樓增設小
飯堂間隔板。
4.5.10 接種流感疫苗
第一針接種日期定於 2021-11-04；第二針接種日期定於 2021-12-10。
5. 討論事項
5.1 2021-09-06 家教會義工會議
家教會義工會議於 2021-09-06 10:00 a.m.-11:30 a.m.舉行，由邱寶祺副校長、安
靜文老師及曾志偉老師主持會議。當天有 32 位家長義工到校出席、53 位家長義工
以 Zoom 形式出席。據初步統計，共收到 632 位家長回覆，有 152 位家長有意擔任家
長義工。當中，一部分家長有多於一名子女在本校就讀，因此重複填寫。扣除那 33
位重複填寫的家長，合共 119 位家長願意幫忙，2021-09-05（星期日）截數，作最
後統整。不過，有些學生的爸爸媽媽同時想擔任家長義工。就這問題，學校稍後會
再發通告，有意擔任家長義工的家長須在 Google Form 上填寫姓名和電話號碼，每
家庭上限為兩人。
5.2 家教會義工保險
購買保險合共 180 人。目前有數間公司出標，合約將於 2022-01-02 生效。
5.3 家長學堂
本校統計家長出席講座和活動的次數，累積滿一定分數可獲得獎狀。由於疫情下舉辦
講座和活動的次數減少，本校可能會考慮調低獲得獎狀的分數，按到時情況決定。2021
年 10 月舉行的周年大會將頒發 2021 年家長學堂獎狀，證書會列明家長子女的姓名。
另外，陳梓曦學生輔導員介紹了兩個即將舉辦的講座：和富基金主辦的「小一家長適
應講座」將於九月舉辦十多場；合共八堂「新一代健康成長錦囊」
，每堂約有 60 至 100
位名額，每位費用大約港幣$74 至$84。
5.4 2021-09-06 至 2021-09-10「親親校園」活動
2021-09-06 至 2021-09-10「親親校園」活動每次會招待不多於 20 個家庭，最少需
要 2 位家長義工及 1 位家長執委隨行協助。活動能加深家長對本校的認識。
5.5 2021-09-21 中秋祈禱會
當天上午早會時段安排中秋祈禱會，需要 10 位家長義工幫忙。
5.6 2021-10-08 旅行日
暫定當天不會外出，上午改為 SMART 活動及體育活動。小一學生會參與兩課節的
「小一滿月」活動，活動上會送出雞蛋及兒童聖經，暫時未知是否需要家長義工幫
忙。下午暫定不會進行 Zoom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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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2021-10-22 家教會周年大會
當天內容包括主席會務報告、財務報告、家長講座、頒發家長學堂獎狀等，稍後會
發通告。
5.8 2021-10-22 接種疫苗
衞生署將於 2021-10-22 到校為小一及小六學生接種疫苗，家長義工會到場協助。九
月下旬會發通告，收回學生針卡。
5.9 家教會全年活動安排
家長手冊已詳列活動，當中包括中文和英語活動日、親子活動日、八次 PTA Café
（12/10、9/11、14/12、11/1、22/2、22/3、10/5 及 14/6）
，如少於 13 人出席會於
會議室進行，多於 13 人則於禮堂進行。另外，本校的運動會或會受疫情影響而取
消。親子活動日定於 2022-03-20（星期日）舉行，翌日是假期。黃書琪老師及相關
的家長委員會查詢及預訂場地（大棠渡假村或北潭涌渡假營）。
5.10 工作檢討
5.10.1 2021-05-20 家長興趣班
上學年舉辦了牛軋糖製作班，因疫情關係，興趣班以 Zoom 形式進行，雖互
動性不強，但家長的製成品不錯。本學年上、下學期會各舉辦一次興趣班，
暫未決定內容，可能會製作月餅和糉。
5.10.2 2021-05-07 畢業生餐點
畢業生餐點製作精美，學生非常喜歡。
6. 其他事項
6.1 學生相
2021-08-26 拍攝的學生相已於 2021-09-03 派發。
6.2 校董會
2021-10-27 2:00 p.m.將舉行校董會。
6.3 學生證
學生證正在製作中，將於九月下旬派發。
6.4 家長電子工作坊
2021-09-23 將舉行家長電子工作坊，鼓勵家長踴躍參與。
6.5 教科書派發
2021-09-01 已派發補書單，個別家長多了書本，卻欠缺補書。請家長檢查清楚書本
有否重複，或欠缺補書。如有，可告知班主任，學校會再跟書商接洽。
6.6 校服訂購
校服商會 2021-09-07 到校為學生度身訂造冬季校服。
6.7 雜誌訂購
訂購雜誌的日期和地點容後公佈。
6.8 e-class app
呼籲家長儘快下載 e-class app，因 2021-09-10 將發放首張電子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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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下次會議日期
日期：2021-11-05
時間：下午二時十五分至四時十五分
地點：會議室
8. 散會祈禱
由邱寶祺副校長帶領散會祈禱。
Signed
紀錄：___________________
(陸嘉儀老師)

Signed
主席簽閱：___________________
（郭建麟先生）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