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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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會議 

 

日  期：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五) 

時  間： 下午七時 

地  點： 二樓活動室 

主  席： 賴文耀先生 

紀  錄： 胡淑華女士  

出  席：賴文耀 袁詠詩 陳寶玲  陳紫玲  胡淑華  邱小媚  霍寶玉  鄭佩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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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凱欣 黃景偉  鍾沛霖 

致  歉：林衛平 張碧珊  李賽紅  

 
會  議  內  容 

 
 

一、 審查及通過第十屆執行委員會第九次及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 

第十屆執行委員會第九次會議紀錄。由胡淑華動議，黃景偉和議，一致通過。 

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由鄭佩麗動議，陳紫玲和議，一致通過。 

 

二、 報告事項 

1. 主席報告(賴文耀先生報告) 

1.1 12 月進行聖誕節吊飾義賣，委員及義工已製作好小天使及聖誕樹吊飾作義賣，將於

下星期派發給學生，收入扣除成本會撥入摘星獎勵計劃之用。 

1.2 家教會室之安排，除學生興趣及樂器班會借用家教會室上課外，家教會室於非使用

時間則會上鎖，如各委員有需要使用，請先到學校正門接待處登記後取鎖匙，樂器

班上課時間表亦張貼於家教會室門外以供參考，配合使用時間。 

1.3 已聯絡了供應商製作一批家教會會衫，提示各新委員出席學校活動(如︰水運會、陸

運會、家長日義賣等)都請穿上會衫以作識別。 

1.4 時有量體溫家長義工告假，委員如見早上量體溫人手不足，可上前協助。 

1.5 親子旅行報名人數達 932 人，由於活動以家教會會員優先，最終只能接納會員人數

752 人參與，其餘未能參與之家庭已退回費用。 

 

2. 副主席報告 (蔡世鴻校長) 

2.1  本校於區會陸運會及九龍西區陸運會獲得好成績，其中女子甲組擲壘球，本校林沚

穎同學更破九西區紀錄，另外亦有十多位同學將會參加區際田徑比賽，希望家長支

持將於 3 月舉行的陸運會。 

2.2  適逢港珠澳大橋落成啟用，本校已申請撥款擬舉辦跨境親子旅行活動，若申請成功，

將定於 4 月份復活節期間舉行，兩日一夜遊覽大灣區。 

2.3  李美嫻老師於 11月 16日(星期五)突然離世，全校師生深感難過，當日學校即時啟

動「危機處理小組」，並聘請心理學家先處理學校教師情緒，11月 19日(星期一) 由

教育心理學家、校內教師及學校社工輔導情緒困擾的師生。另外感謝家長及家教會

的關心和支援，學校為紀念李老師，製作一塊紀念牌，上面刻有「美麗嫻淑，春風

化雨」安放於一樓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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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本校老師(包括退休老師)現籌得一萬一千元，並將捐款成立「李美嫻獎學

金」。李老師於協和任教二十多年，其帶領的跳舞組屢屢獲獎，此獎學金將會用於獎

勵跳舞組表現優良的同學。 

 

3. 財政報告 

家教會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財務報告。財務報告收支計算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止，家教會往來戶口結存為$76,690.61。按報告 P.1，家教會經常費用上年度累積盈餘

$62,189.61，本年度結餘為$14,501.00，家教會本年度累積盈餘為$76,690.61。 

  

截至 30-11-2018，按報告 P.2 顯示，家教會營運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14,50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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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1.00，「年終現

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為$76,690.61。 

 

另按報告 P.3 顯示，家教會非流動資產為$0，流動資產為$76,690.61(包括應收帳款$0 及銀

行結存$76,690.61)，流動負債為$0，流動資產淨額為$76,690.61，資產淨值及儲備累積盈

餘為$76,690.61。 

 

此外，截至 30-11-2018，有 0 張支票尚未兌現。對帳後，銀行月結單上之銀行往來戶口結

餘為$76,690.61。 

 

4. 各小組報告 

 

A. 會籍組 (趙學衡老師報告) 

家教會會員於本年度 9 月 23 日開始招收，會員名單己於 11 月中確認，中途不會加入

新會員。 

 

B. 康樂組(楊秋月主任報告) 

親子旅行詳細於討論事項中討論。 

 

C. 興趣組 

沒有報告事項 

 

D. 出版及網頁組(鄭佩麗女士) 

家教會會員大會相片及新一屆委員名單己上載於網頁。 

 

E. 總務組 

沒有報告事項 

 

F. 教育成長組 (王姑娘報告) 

1. 家長義工 

1.1 18/19 年度家長義工名單及參與人數已整理及派給負責老師或家教會家長執

委，並以書面通知各家長義工有關協助安排。 

1.2  17/18 年度家長義工嘉許禮已於 17/11 會員大會進行。 

1.3  家長義工迎新聚會及訓練已安排在 12/12(三) 上午進行由深中樂 TEEN 會負

責；年終聚會及訓練將安排在 21/6(五) 由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負責。 

 

2. 親子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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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1 月 10 日下午由黎寶欣姑娘及關翠玲老師帶隊，參與由長者安居協會舉辦之

2018/19 年度「秘密天使」計劃的「傳送平安」親子探訪活動，學生及家長到

石硤尾探訪長者及送禮物包，讓他們感受社會的關懷。 

2.2 3 月 30 日上午將參與由中華基督教會親子義工賣旗服務。 

 

3. 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活動津貼，本年度之活動津貼已獲批。 

 

G. 福利組 

沒有報告事項 

 

H. 其他 

沒有報告事項 

 

三、 討論事項 

1. 有關本會開設往來戶口有效簽署人，應如何決定。 

按會章所定，所有本會發出之支票必須由(甲組)主席、司庫或(乙組) 副主席(校長)、副司

庫，每組其中一人簽署，並加蓋家教會會章方為有效。 

議決有效簽署人包括賴文耀(主席)、蔡世鴻(副主席)、陳寶玲(司庫)及楊秋月(副司庫)。 

 

議案由霍寶玉動議，邱小媚和議，一致通過。 

 

2.  本年度親子旅行工作安排，家教會應如何決定案? 

親子旅行準備工作現正進行中，當日有 13 輛旅遊車接載，先前往恆香製餅廠，然後到錦

田樂園燒烤及自由活動，燒烤約 10 人一爐。參與親子旅行之家教會委員協助車長職務，

並協助帶隊老師進行活動。 

康樂組會負責購買抽獎、攝影及作文比賽禮物。 

 

3. 康樂組擬請家教會撥款贊助親子旅行，應如何決定案? 

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的$5,000 活動撥款用以贊助親子旅行車費、徵文及攝影比賽獎品。 

議案由陳寶玲動議，鄭佩麗和議，一致通過。 

 

4. 「校服環保着」義賣事宜，應如何決定案? 

校服環保着安排金綸校服公司到校度身前售賣，每年只售賣一次。福利組將預先出通告，

通知家長到校購買，如去年一樣義賣活動設於上午時間，可讓有需要的家長到校直接揀

選校服環保着，日期暫定 2 月 27 至 2 月 28 日。 

 

5. 追認家教會致送花圈輓李美嫻老師，費用支出$500。 

議案由霍寶玉動議，鄭佩麗和議，一致通過。 

 

6. 有關 1月 2日「水運會」及 3月 13日「陸運會」，家教會應如何協助? 

1月 2日水運會，家教會委員獲邀當日出席並協助頒獎，另會聯絡家長義工於更衣室協助

比賽同學更衣，預計需要 2 男 3 女義工協助。 

3月 13日陸運會，於較鄰近的深水埗運動場舉行，早上學生集隊點名後由學校出發，一

年級同學會乘坐旅遊車，而二至六年級同學會將會步行往返學校及運動場，家長義工主

要負責協助學生過馬路、協助各類比賽項目進行及派發午膳等。家長委員主要協助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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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委員預留時間出席。 

 

7. 家教會擬於 2月 23日「家長日」為「摘星獎勵計劃」進行籌款義賣，應如何決定案? 

由於去年教育局因應流感宣佈停課，家教會義賣順延至 6 月進行，所以按原定計劃義賣

活動將於家長日當天舉行，義賣由早上 8 時開始至中午 12 時，委員可輪流於攤位協助。 

議案由邱小媚動議，陳紫玲和議，一致通過。 

 

 

8. 本屆家長委員加入學校膳食委員會，應如何決定案。 

本校與午膳供應商帆船美膳飲食公司合約將於本年屆滿。下學期將會進行午膳供應商招

標，學校膳食委員會，由校長，家教會主席及兩位家長委員組成協助審標。 

膳食委員會協助收集家長意見及監察飯商，膳食委員需於招標期間進行多次試食，為要

於多間飯商中作出比較，委員必需預留及有充裕時間多次進行試食。 

鄧巧琛主任會負責跟進午膳供應招標事宜，屆時將聯絡家教會委員進行試食，如各委員

有意加入膳食委員會可與主席或鄧巧琛主任聯絡。 

 

9.  家長委員借用家教會咭之安排，應如何決定案? 

家教會教協咭由學校書記陳穎茹小姐保管，如家長委員需要借用，可以向書記陳小姐借

用，借用期為最多一星期。 

 

 

四、 臨時動議 

1. 邀請家教會委員於 12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 2:30 舞蹈室裝修工程進行審標。 

由鄭佩麗及霍寶玉出席審標。 

 

五、 下次開會日期 

日期：2019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七時 

 

六、 散會時間：下午八時四十分 

 

 

 

           主席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