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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聖安德肋小學家長教師會 

2020-2022 年度執行委員會 

第七次會議 

會議紀錄 

日    期：2022-01-14 (五) 

時    間：2:15p.m. - 4:15p.m. 

地    點：會議室或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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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葉  琳女士(康樂) 
莫詠平先生(推廣)   簡穎淇女士(總務)   
周可欣女士(家長教育)  翟慧雯女士(聯絡)   
張慧君女士(聯絡) 

教師委員：邱寶祺副校長(副主席)  黃世華老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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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    席：莫詠平先生(推廣)、吳婉香老師(家長教育)、周可欣女士(家長教育) 

紀    錄：瞿紫恆女士 

 

會議內容：  

1.開會祈禱  

  由黃世華老師帶領開會祈禱。 

 

2.修訂及通過上次會議紀錄 (2021-11-05) 

  全體委員表示對於上次會議紀錄並沒有問題，一致通過上次會議紀錄。 

 

3.續議及跟進事項 

  3.1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事宜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第一類$5,780 經常津貼入賬家教會戶口，以及第二 

類（活動一）$10,000 用於正向教育方面均入學校帳目上，包括 8 次的「新一代健康 

成長講座」合共$7,000 及有關沉迷上網工作坊$3,000，並已全數用畢。此外，第二 

類（活動二）亦將舉行大細路劇團親子戲劇工作坊$5760，共有 15 個家庭可以參與， 

共兩次，每次時間 1.5 小時。至於第三類合辦家校合作活動計劃津貼的$20,000 資助 

與幼稚園到校活動，原本用於 1 月 8 日及 16 日學藝樂繽紛體驗，受疫情影響取消， 

現打算用於 6月與幼稚園聯繫活動上，例如：購買圖書和 STEM 物資等。 

 

4.報告事項 

4.1 財政報告 

黃世華老師報告 2021 年 11 月 5 日至 2022 年 1 月 14 日之財務收支狀況： 

4.1.1 菜姨姨讀書會家長收費$3,960 及聖誕聯歡會收費$2,900（當中郭建麟主席

個人贊助$500），合共收入為港幣 6,860 元。 

4.1.2 菜姨姨讀書會$8,000、PTA 家長義工團體人身平安保險（2-1-2022 至 1-1-

2023）$5,405.4 及 PTA 聖誕聯誼活動$2,887.53，合共支出為港幣

$16,292.93 元。 

4.1.3 計算以上收入及扣除上述支出後，本會銀行戶口結存為港幣 172,205 元，

加上流動現金數目港幣 1,099.20 元，合共資產淨值為港幣 173,304.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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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學校報告 

    梁綺媚校長報告校務事宜： 

    4.2.1 接種疫苗人數 

          自上次於 2021 年 11 月 5 日進行統計後，今次統計結果有四位教職員尚未完成 

疫苗接種，當中三位教職員有醫生紙證明，另一位自費進行定期檢測。其餘所 

有教職員，以及因應教育局要求校車司機、外判清潔工等有關人士，均已經接 

種一至兩針疫苗，才可執行校內工作。 

 

    4.2.2 停課期間學校為有需要同學提供的安排 

          教育局宣佈由於疫情嚴重，再次暫停面授課堂。根據之前的經驗，因為部份家 

長未能在家照顧學生，每天大約會有 30 位同學回校，到課室上網課，期間學 

校會安排科任老師在課室照顧有關的同學。 

 

    4.2.3 交取實體功課 

          學校將安排於 1月 21 日和 1月 28 日兩天回校分別用 A、B兩個透明膠袋交收功 

課：1 月 21 日交回 A 袋取 B 袋；1 月 28 日交回 B 袋取 A 袋功課。至於戶外學習 

日的材料，經已派發給各同學。而中國文化日的材料，亦將於 1月 21 日派發。 

 

    4.2.4 為學童接種疫苗的安排 

          有關政府宣佈學童需接種疫苗之詳情，目前學校仍未收到教育局的指引。不 

過，學校需獲得家長的同意後，才會為學童接種疫苗。 

 

    4.2.5 因應疫情如老師或學生居住屋苑大廈需圍封強檢排的安排 

          如果教職員或學生居住的大廈被圍封強檢，應及早向學校匯報。教育局指引， 

有關的教職員或學生在完成所需次數的檢測前，不應上班或上學，應直至收到 

陰性報告才可以返工或返學。 

 

    4.2.6 國旗升旗禮 

          學校升旗禮定於元旦日、7 月 1 日回歸紀念日、10 月 1 日國慶節及每週的星期 

三進行。升旗的時間為早上 8 時半，降旗時間為下午 5 時，如果下雨將收回旗 

幟。停課期間將會由學校職員負責繼續升旗，直至復課才舉行正式的升旗儀 

式。 

 

    4.2.7 校巴 

早前家教會郭主席、家長司副及家長秘書參與了梁校長與各位老師、校車公司 

負責人的會議，商討疫情停課下，如果上課日數未過半數的收費安排，校車公 

司仍未有回覆，負責老師會繼續跟進。此外，老師正在安排特別校車服務，確 

認於 1月 21 日及 1月 28 日由校車公司幫忙為校車生到校取功課的可行性。 

 

    4.2.8 新一屆校服供應商招標 

          將於 1月 25 日截標，有關新外套已經包括在招標書中。學校將約定校服供應 

商於 2月 16 日下午到校進行公司簡介及提供樣版供參考用。學校亦準備出通 

告，邀請所有家長，如有興趣，可以列席有關的會議。 

 

    4.2.9 午膳訂餐事宜 

       因為疫情停課，午膳供應商已暫停午膳供應。 

 

    4.2.10 澳洲交流團 

           梁校長提到原定於 2020 年的澳洲交流團因為疫情取消了行程，合共有 2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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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加者，當時分別由旅行公司、政府資助及校董會進行了三次退款。當中第 

  三次退款，涉及一筆未能退回的郵輪費用，原本船公司只接受為當時 22 位參 

  加者保留款項以參與日後的郵輪旅程。但因為當中參加者已經畢業，船公司 

  答應不限於當時的 22 位參加者，建議可讓其他師生利用此筆費用參與其他郵 

  輪旅程，變相抵銷及向代資的校董會退回當時不能退款的郵輪費用。但因為 

  疫情反覆，還有船公司有結業的危機，所以梁校長需進一步了解實際的情 

  況，家教會委員亦同意不宜冒險，不要勉強在這刻安排郵輪旅程。 

 

5. 討論事項 

   5.1 2022-01-19 第一考期頒獎禮 

       原本計劃直播頒獎禮，但因疫情延期。 

 

   5.2 2022-01-21 班代表會議 

  將以現場及 ZOOM 形式舉行。 

 

   5.3 2022-01-21 戶外學習日 

       將進行專題研習，不同班級進行手工、講座等活動。 

 

   5.4 2022-01-28 中國文化日 

       將安排於當天進行講座、手工、問答比賽等活動。 

 

   5.5 2022-03-20 親子旅行 

       原定於北潭涌度假營舉行的親子旅行，要待教育局宣佈農曆新年後的最新安排及待 

      復課後才可以舉行。 

 

   5.6 工作檢討 

  5.6.1 2021-11-12 校友會升中巡禮 

         升中巡禮反應熱烈，各委員一致覺得應該每年繼續舉行此活動，讓各位畢業 

  生與在校生進行交流。 

 

  5.6.2 2021-11-30 校慶感恩祭 

         已順利舉行。 

 

  5.6.3 2021-12-15 英語活動日 

         已順利舉行。 

 

  5.6.4 2021-12-16 運動會 

         因為疫情，原定的運動會已改為活動日，老師安排了飛撞式欖球等各項活 

  動，學生反應熱烈。 

 

  5.6.5 2021-12-10 打流感針 

         容主任報告上次有 519 人接種第一針流感針，於 12 月 10 日共有 18 人打針， 

  這次安排主要對象全部都是八歲以下從未打過流感針的學童。 

 

  5.6.6 2021-12-21 聖誕節聯歡會 

         家教會聖誕聯歡會已於 12 月 21 日在 1 樓活動區進行，參加的家長共有 48 

  人，還有校長和老師們參與，氣氛非常熱鬧和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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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 2022-01-07 P1-P5 家長日 

             各委員均覺得學校這次因應疫情惡化，迅速應變，安排老師和家長在網上見 

  面，安排非常妥善。家長亦不用請假到校參加家長日，便可了解子女在校讀 

  書的情況，是不錯的安排。此外，為減低接觸的風險，學校取消了家長日書 

  展的安排。為繼續推廣閱讀，學校將改發電子通告，把有關書刊的電子訂購 

  目錄發給各位家長自行訂購。 

 

6. 其他事項 

   6.1 學童牙科保健 

    原本已安排 5班學生在一月份外出約 1小時的牙保計劃︰ 

    17/1 五德班 

    19/1 三毅班 

    20/1 五禮班 

    24/1 三智班 

    26/1 五毅班 

    但因停課，學校將發出通告通知家長，當天並沒有旅遊車服務接送學生到牙保診 

  所，家長須自行帶學生到診所。另外，有家長反映牙保診所護士在學童未入檢查室 

  前便要求學生除下口罩，負責帶隊的老師和家長義工日後會留意有關的安排，盡量 

  保障學生的健康和安全。不過要注意如果家長決定放棄今次已預約的日期，往後診 

  所未必能安排有關的服務。 

 

   6.2 訂購夏季校服 

  有關校服訂購，將安排於 1 月 28 日發出通告，2 月 18 日回校度身，3 月 24 日派發 

  新校服，3 月 25 日可更換有問題的校服。安排於 2 月 18 日度身的原因，是因為三 

  月初將進行第二次考試，所以在二月尾考試前不方便安排度身。 

 

   6.3 正向及健康教育活動 

  學校社工陳 Sir 報告 12 月至 1 月的進行教育活動，本校獲發$10,000 和富基金津貼 

  (梁校長補充︰和富基金李宗德博士為本校校董)，舉辦了家校小一銜接學堂、認識 

  孩子情緒工作坊等活動。當中的家長情緒支援小組，透過分享經驗互相學習，察覺 

  自己的情緒。和富基金津貼還有用作小一大任務禮物支出及購買時鐘等教具。另 

  外，於 2 月 15 日將舉辦培養正向情緒工作坊，還有 2 月 22 日舉行以「怎樣稱讚小 

  朋友」為題的免費工作坊。剩餘的費用，將用來參與家福會舉辦的網上沉溺講座。 

  本校亦榮獲「和諧校園」銀獎，及於快樂人生活動榮獲「快樂孩子」及繪畫比賽優 

  異獎。 

 

   6.4 六年級畢業照 

    容主任報告今年六年級的畢業照片，所有班相和級相將會是合成照片，由攝影公司 

     為每位老師和同學除下口罩拍攝個人照，然後修圖成為團體畢業相。 

 

   6.5 家長興趣班 

      下學期的家長興趣班，可考慮舉辦手工班、餅點製作班等活動。 

 

   6.6 推動中文寫作 

    楊副校長將與安老師及中文科老師等合作舉辦中文寫作工作坊，為家長提供中文寫 

  作教學和經驗的分享。 

 

7. 下次會議日期 

   下次會議將定於 2022 年 4 月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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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散會祈禱 

   由黃世華老師帶領散會祈禱。 

 

 

紀錄：___________________    主席簽閱：___________________ 

        (瞿紫恆女士)           （郭建麟先生）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ed Sign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