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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和小學(長沙灣)家長教師會 

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會議 

 

日  期：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三) 

時  間： 下午六時三十分 

地  點： 一樓協和堂 

主  席：賴文耀先生 

紀  錄：胡淑華女士/鍾沛霖小姐 

出  席：賴文耀  袁詠詩  陳寶玲  陳紫玲  邱小媚  林衛平 霍寶玉 張碧珊 胡淑華 

蔡世鴻  楊秋月  鄧巧琛  衛可欣  趙學衡  趙煒麟  王無陽  黎寶欣 

列  席： 陳國源 黃芷茵 李賽紅 黃景偉 廖凱欣  鍾沛霖 

  

會  議  內  容 

 

一.   審查及通過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會議紀錄 

通過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會議紀錄，由陳寶玲動議，邱小媚和議，一致通過。 

 

二.   報告事項 

 

1. 主席報告 (賴文耀先生報告) 

 

1.1 家教會周年會員大會已於 12 月 7 日順利完成，感謝各位老師及委員協助，本年度邀

請了中文大學兒科醫生陳鳳英醫生為我們主持講座，家長老師都獲益良多。 

 

1.2 本年度聖誕節吊飾義賣已於 2019 年 12 月順利完成。本年度售賣的款式為——小天使、

聖誕樹和小雪人，感謝委員和家長義工的協助，義賣扣除成本後共收得$3027 ，全數將撥

入摘星獎勵計劃。  

 

1.3 本年度因為疫情停課關係，以下活動已取消：水運會、陸運會、家長日義賣和校服環

保着。 

 

2. 副主席報告 (蔡世鴻校長報告) 

 

 2.1 停課期間學校的安排： 

i. 聲音導航——由老師製作網上影片給所有同學在網上觀看學習 

ii. 大班 zoom——由數位老師帶領全級同學一起進行 zoom 會議學習 

iii. 逐班 zoom——由科任老師按所教的班級進行中、英、數、常的 zoom 會議學習 

iv. 其他 zoom——社工、體育科、Mr Wright 的趣味英語 

v. 徵文比賽和表演製作 

vi. 定期邀請家長到校交收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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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有關復課詳細的安排，稍後會發通告給家長，如委員們有任何意見，可隨時向學校提

供。 

 

3. 財政報告 

 

家教會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會議財務報告。財務報告收支計算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止，家教會往來戶口結存為$85,929.41。按報告 P.1，家教會經常費用上年度累積盈餘

$77,733.51，本年度結餘為$8,195.90，家教會本年度累積盈餘為$85,929.41。 

 

截至 30-4-2020，按報告 P.2 顯示，家教會營運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8,195.90、投資活動

產生之現金流量$0，本年度「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增加淨額」為$8,195.90，「年終現金及

等同現金項目」為$85,929.41。 

 

另按報告 P.3 顯示，家教會非流動資產為$0，流動資產為$85,929.41（包括應收賬款$0 及

銀行結存$85,929.41），流動負債為$0，流動資產淨額為$85,929.41，資產淨值及儲備累積

盈餘為$85,929.41。 

 

此外，截至 30-4-2020，沒有支票尚未兌現。對帳後，銀行月結單上之銀行往來戶口結餘

為$85,929.41。 

 

4. 各小組報告 

 

A. 會籍組 

沒有報告事項。 

 

B. 康樂組(楊秋月主任報告) 

由於疫情關係，家教會原於 3月 7日之親子旅行已取消，旅行費用將於復課後退回有

關家長。 

 

C. 興趣組(鍾沛霖報告) 

沒有報告事項。 

 

D. 出版及網頁組(袁詠詩報告) 

本年度家教會會訊選用圖文印刷公司，因該公司的報價包括排版設計、印刷、加工及

送貨，符合我們的需要，其報價為$3400/1500份。家教會會訊已接近完成工作，預計

將會在五月下旬、六月上旬派給家長。 

 

E. 總務組(趙煒麟老師報告) 

 訂閲星島日報及明報因疫情關係未能派發實體報紙給學生，因此，報商提供了網上戶

口，供學生在網上閲報，而這個戶口亦會延長至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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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教育成長組 (黎寶欣姑娘報告) 

 F.1 家長義工迎新聚會及訓練 

 家長義工迎新聚會及訓練已安排在 4/12/2019(三) 上午進行，當日是整合回顧去年家

長義工的成果， 展望本年家長義工會有的項目，亦同時一同訂下目標，製作義工口號。

年終聚會及義工訓練原本訂於 21/6/2020(五)由社會福利署家長工作組的註冊社工負

責，但因疫情而取消。 

 F.2 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津貼 

 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津貼批出共$10,000。津貼分配分別是$1000(義工聚會茶點費)、

$2300(義工禮物費)、$3000(2019AGM 陳鳳英醫生講座)、$3700 (成教書籍及教材) 。 

 F.3 爸媽學堂 

爸媽學堂<親子美食 DIY >在 21/1/2020(二)舉行，共分兩場，報名人數有 85 家庭，當

中 12個家庭入選，全部都是家長教師會會員。 

 F.4 Zoom 家長工作坊 

 復課前將會舉辦兩場家長工作坊，以 zoom 進行： 

 講座名稱 日期 時間 主辦機構 講員 

迎接復課有妙法 23-5-2020 

(六) 

11:00am---12:30p

m 

香港基督教服

務處深中樂

Teen會 

 

註冊社工 

李焯森先生 

宋嘉欣姑娘 

復課了，您準備好

未？ 

29-5-2020 

(五) 

7:00---8:30pm 中華基督教會

香港區會社會

服務部 

臨床心理學

家 

梁欣恆女士 

 

G. 福利組 

沒有報告事項。 

 

三.   討論事項 

 

1. 商討復課後以下活動安排： 

a. 暑期活動 

由家教會負責老師出標書，然後按價錢、家長意見、開班人數、課程種類等再作決定。
所有動態活動和出外參觀都不會開辦。 

b. 早上量度體温 

學校已購買紅外線體溫量度機，所以復課後不需要家長義工為學生量度體溫。 

c. 小六畢業禮及紀念品 

小六畢業禮定於 7 月 11 日下午舉行。本年度的畢業禮學生不需要穿着畢業袍，學校亦

都不設租借畢業袍。如學生想購買畢業袍，校服公司將會在復課後到校度身，學生可自
行決定訂購與否，已訂購的畢業袍將會在畢業禮前派發給學生。畢業禮舉行當天學校會
安排家長進入課室觀看現場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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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訂製校服事宜 

學校會安排校服供應商於 5 月 18 至 19 日早上到校售賣校服，如家長未能於這兩天回
校，亦可透過學校派發的訂購表訂購校服。 

e. 中午課外活動 

原則上課後留校課外活動的學生不會超過 100 人，家長需帶學生出外午膳，活動的時
候所有學生必須佩戴口罩，保持兩米社交距離。一些需要除下口罩進行的課外活動，
例如吹笛，便希望鼓勵家長參與實時網上課堂。而田徑隊考慮到配帶口罩、學生距離、
運動量、衛生等等問題暫時未考慮恢復訓練。 

f. 小一迎新 

小一迎新日定於 7 月 11 日 8:30am-1:00pm 進行，會讓五班的學生家長分開五個時段

進入校園，家長可按需要購買書簿、書包、人名貼紙、登記乘搭校車等等，而往年小

一新生進入課室進行活動和家長講座則會取消。有關開學前的準備學校會用聲音導航

方式在學校網頁發佈。 

 

 另外，由於復課後衛生問題、病毒傳播風險和教育局的各項指引，以下是學校處理日常事 

項的措施： 

1. 加設洗手盆，例如在圖書館和電腦室外，讓學生老師常洗手，保持雙手清潔。 

2. 全校共有八班超出 38 人，會安排特別較大課室上課。 

3. 所有蹲廁會暫時封起停用。 

4. 所有課室將會安排學生單行坐，座位之間盡量隔遠。 

5. 按制式的飲水機將會暫時封起停用。 

6. 加強學校所有地方的消毒和清潔。 

7. 學校已購買一定數量的後備口罩，供有需要的學生使用。 

8. 校車公司於停課期間不會向學生家長收費。 

 

 

2.   6月 26日「才藝晚會」，會否如常進行? 如是,家教會應如何協助? 

    因疫情關係「才藝晚會」將會取消。 

 

3. 7月 4日「小一迎新日」，家教會應如何協助? 

「小一迎新日」舉辦日期已更改為 7 月 11 日，詳情按「討論事項 1f」。家教會福利組將

按往年做法，聯絡書包和人名貼子售賣商，安排在當天供家長選購。今年則不需要委員

作款接。 

 

4. 7月 4日「小六畢業禮」，家教會應如何協助? 

「小六畢業禮」舉辦日期已更改為 7 月 11 日，詳情按「討論事項 1c」。家教會委員代表

需協助致送畢業紀念品給畢業生代表，而款接今年則不需要委員協助。 

 

5. 有關小六畢業刊及畢業禮物事宜，應如何決定案? 

   家教會將資助小六畢業刊彩色印刷的費用，以實報實銷為原則，設$1000 為上限。議案 

由張碧珊動議，陳紫玲和議。另外，家教會將會安排筆筒配上畢業班相作為畢業生紀念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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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年度津貼家長義工紀念品，應如何定案？ 

家長義工紀念品已由牧愛堂梁姑娘協助選購禮盒裝木製筷子，初步預算訂 210份，共 

$2352，全費由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津貼支付。6年級的家長義工禮物在畢業禮內頒發， 

1-5年級的家長義工禮物在下學年 AGM內頒發。而嘉許狀會於學期結束前派給學生轉交 

家長。 

 

7. 2019–2020度摘星獎勵計劃工作安排，會否如常進行? 如是,家教會應如何協助? 

 先於復課後由老師點算同學們的星星數目，再看情況是否能如常進行，然後再與家教會 

聯絡。 

 

8. 下學期校服環保著應如何決定案? 

 於復課後由委員和家長義工先執拾已回收的校服，點算數量後再作決定。 

 
9. 下年度家教會週年會員大會家長講座內容及講員，應如何決定案? 

 建議邀請家庭發展基金總幹事羅乃萱女士作演講嘉賓，待學校定了日期便嘗試聯絡。 

 

四、 臨時動議 

 

1. 教師人事安排(蔡世鴻校長) 

本年度徐玉清主任將榮休。該主任職位學校決定凍結一年，以作更長遠的人事規劃，

學校暫會聘請一位合約老師代替。 

 

2. 政府的學生津貼(林衛平，蔡世鴻校長) 

不少家長詢問有關政府派發的$3500 學生津貼的情況，學校回覆因為申請表於停課後

才交表，而大部份學校都是停課後交表，所以政府堆積了大批文件未批核，請家長先

耐心等候。 

 

五、 下次開會日期 

日期：2020 年 9 年 18 日(星期五)  

 

 主席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