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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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會議 

 

日  期：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日(星期五) 

時  間： 下午七時 

地  點： 校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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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賽紅 黃景偉 廖凱欣  鍾沛霖 

致  歉： 鄭佩麗 

 

會  議  內  容 

 

一.   審查及通過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紀錄 

通過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紀錄，由林衛平動議，趙學衡老師和議，一致通過。 

 

二.   報告事項 

 

1. 主席報告 (賴文耀先生報告) 

 

1.1 「才藝匯演」暨家長校董選舉 

「才藝匯演」暨家長校董選舉於 6 月 28 日順利完成，感謝各委員和選舉主任王姑娘的協

助。當晚成功選出新一屆的家長校董李先標先生、家長替代校董鄺宏基先生。 

 

1.2 小一迎新日 

小一迎新日於 7 月 6 日上午順利完成，感謝委員陳寶玲、胡淑華和嘉賓會員黃景偉協助接

待小一新生家長及監察書包商、姓名貼紙商及校服供應商的售賣情況。 

 

1.3 小六畢業禮 

小六畢業禮於 7 月 6 日下午順利完成，多謝當日參與協助款接、頒發畢業禮物及茶會安排

的委員。 

 

1.4 摘星奬勵計劃 

摘星奬勵計劃於 7 月 5、8 日進行一連兩天的換領工作，是次活動共 14 位委員和義工參

與，並順利完成，非常感謝大家的努力和熱心。 

 

1.5 小一新生家長日 

小一新生家長日於 8 月 29 日順利完成，當天由本人和委員霍寶玉向新生家長介紹家教會

及鼓勵家長加入家教會成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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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開學「愛心姨姨」工作 

感謝黃副校長及副主席袁詠詩聯絡家長義工協助開學首二、三天的「愛心姨姨」工作。 

 

1.7 九月份臨時家長義工安排 

九月份臨時家長義工(包括量體溫和午膳姨姨)已於八月份安排妥當，稍後於討論事項可跟

進來年的安排。 

 

1.8 校服環保著活動 

本會於 9 月 6 日售賣校服環保著。當天銷情非常理想，有百多位家長到校選購，共籌得

$5285。感謝委員、家長義工事前的預備和當天的協助。 

 

1.9 敬師日 

9 月 6 日敬師日家教會代表家長致送果籃及蘋果予全校老師及職工。感謝羅主任安排不同

款式的心意卡，讓同學寫上一些對老師、主任和校長的感恩和謝意。感謝副主席袁詠詩、

委員霍寶玉、邱小媚、張碧珊、陳紫玲、陳寶玲和幾位熱心的家長合力製作敬師版。 

 

1.10 兒童雜誌及讀物攤位 

本會於 9 月 18 日協助兒童雜誌及讀物攤位售賣秩序，感謝委員們提前回校協助指示家長

排隊。 

 

1.11 家教會全年主要活動 

本人製定了家教會全年主要活動表，經 what’s app 傳送給委員參考，讓大家能計劃假期協

助和出席所需活動。 

   

2. 副主席報告 (蔡世鴻校長報告) 

 

 2.1 感謝家教會協助開學各項活動，例如校服環保着和敬師日。 

  

 2.2 因應近期的社會活動，學校與各老師於開學前後都不斷開會，嚴陣以待。本校老師非

常專業，學生和家長整體理性、和平，平時的學與教亦正常進行。九月初沒有升旗儀式，

原因是天氣太炎熱，學生不適宜在戶外站立太久。至於國慶前的升旗禮會如常進行，因

為這是常識科的學與教。 

  

 2.3 家教會學期初的報紙訂閲通告由於有地方出錯，所以學校以校長名義重發新一張通告

給學生。 

  

 2.4 在剛剛過去的暑假本校的功課改為校本的暑期功課 - 「期樂無窮」，目的是提高學生

的創意解難能力，功課內容較生活化和具創意。明白新推行的功課家長會有不同的意見，

歡迎家長向學校提供意見，學校老師亦會在各科小組開會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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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本年度中學學位分配的「自行分配學位」實施新的取錄方法。本校為配合新制度，及

加強配對不同成績的學生入讀理想中學，本年特設英文口語技巧班給五六年級同學於課

後參加，希望能加強學生英文口語訓練，在中學面試中取得佳績。訓練班由英國外籍老

師任教，以小組形式進行，希望家長能配合參與此類增潤課程，提升學生的能力。 

 

 

3. 財政報告 

 

財務報告收支計算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止，家教會往來戶口結存為$77,733.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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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43.90，家教會本

年度累積盈餘為$77,733.51。 

  

截至 31-8-2019，按報告 P.2顯示，家教會營運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15,543.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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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43.90，「年終現

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為$77,733.51。 

 

另按報告 P.3顯示，家教會非流動資產為$0，流動資產為$77,733.51(包括應收帳款$0及

銀行結存$77,733.51)，流動負債為$0，流動資產淨額為$77,733.51，資產淨值及儲備累

積盈餘為$77,733.51。 

 

此外，截至 31-8-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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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33.51。 

 

 

4. 各小組報告 

 

A. 會籍組(趙學衡老師報告) 

招募家教會會員的通告已預備妥當，於九月尾派發給學生，會費按往年為$30。 

 

B. 康樂組 

沒有報告事項。 

 

C. 興趣組 

 沒有報告事項。 

 

D. 出版及網頁組 

沒有報告事項。 

 

E. 總務組(趙煒麟老師報告) 

 由於通告有錯誤，已重發給家長簽閲。10 月 2 日會如期開始派發報紙給訂閱的學生。

本年訂閱的人數與往年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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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教育成長組 (黎寶欣姑娘報告) 

  

F.1 家長義工 

F.1.1 本學年之家長義工名單及參與人數整理中，有關名單將派給負責老師或家教會 

   家長執委跟進聯絡。 

F.1.2 家長義工迎新及年終聚會及訓練將安排在 9/11/2019 及 19/6/2020 進行。茶會津

貼將在本次會議討論事項中商討。 

F.1.3 上年度 1-5 年級家長義工紀念品將在家教會會員大會送給家長義工以示嘉許， 

紀念品由望覺協和堂津貼。名單整理中，稍後安排陳穎茹小姐發邀請信給家長 

義工出席嘉許禮。(已畢業之學生家長義工已在上年度畢業禮送出) 
 

 F.2 親子義工服務 

 與德公組合作統籌參與由長者安居協會舉辦之 2019/20年度「秘密天使」計劃「傳

送平安」探訪活動，分三段時間供選擇參與。由何智玲老師及王家麗姑娘負責。 

 日期/時間 地點 對象 名額 帶隊老師 

1 9/11/2019

（六）下午 

荃灣區 1-6年級學生及其家長 30至40人 何、敏 

2 23/5/2020

（六）下午 

觀塘區 1-6年級學生及其家長 30至40人 健、鈞 

3 11/7/2020

（六）下午 

黃大仙區 1-6年級學生及其家長 30至40人 華、吳 

 

 F.3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講座 

      主題： 兒童身心及精神健康 

講員： 陳鳳英醫生 

收費： $3000 

 

 F.4 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活動津貼 

    F.4.1 上年度的活動報告已提交委員會。 

    F.4.2 本年度之活動津貼已提交申請，有待審批。 

 

G. 福利組 

 於 9 月 6 日完成售賣校服環保著。 

 

H. 其他 

     沒有其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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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討論事項 

 

1. 追認本年度敬師日支出費用$930。 

議案由陳寶玲動議，張碧珊和議，一致通過。 

 

2. 資助親子義工探訪禮物費用，應如何決定案? 

  資助向長者安居協會認購每份$50探訪禮物包，合共 30份，上限共津貼$1500。 

議案由張碧珊動議，趙煒麟老師和議，一致通過。 

 
3. 資助兩次(首次及年終)家長義工訓練聚會茶點費用，應如何決定案? 

為免造成浪費，以報名人數之 70-80%預備茶點，並以實報實銷為原則。家教會津貼茶點

費以$2000為上限，餘數由學校津貼。 

議案由邱小媚動議，陳紫玲和議，一致通過。 

 

4. 本年度之摘星獎勵計劃，家教會應如可協助? 

本年度「摘星獎勵計劃」將會由學校購買、點算和分配禮物項目，購買禮物項目跟往年一

樣，學校亦可聯絡家教會參考以往的做法。家教會本年度已議決撥款$6000 於摘星獎勵計

劃，餘數由學校津貼。 

 

5. 本年度親子旅行的地點及工作安排，應如可決定案? 

親子旅行將於 2020 年 1 月 18 日舉行。康樂組稍後將會在小組會議中考慮行程、地點和

甄選旅行社。 

 

6. 有關 11 月 18 日「水運會」，家教會應如何協助？ 

根據往年經驗，我們需要找四位家長義工（兩男兩女）於更衣室協助同學，稍後會聯絡家

長義工協助此項工作。另外學校亦會邀請各委員協助頒獎工作，希望委員能預留時間出

席。其餘工作會與龍主任聯絡跟進。 

 

7. 家教會擬於聖誕節製作小禮物向學生及家長義賣，應如何決定案? 

本年度繼續製作聖誕小飾物向學生及家長義賣，家教會會甄選三種不同的款式給家長選

購，定價為$10 一個。 

議案由霍寶玉動議，邱小媚和議，一致通過。 

 

8. 家教會擬於農曆新年前舉辦親子學堂製作過年食品，應如何決定案? 

此活動每對親子收費上限$100，另王家麗姑娘會與家教會聯絡安排各項事宜。 

議案由王無陽老師動議，袁詠詩和議，一致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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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剛剛完成上學期招募的家長義工組，家教會應如何協助和跟進? 

本年度招募家長義工的通告已優化成分開上、下學期招募。上學期的通告已於九月份派發

及整理中，部份義工工作例如量體溫和午膳姨姨已安排妥當，餘下的義工工作待有關老師

或家教會稍後安排。下學期的招募家長義工通告將會增添一項問及家長是否能在九月繼續

協助該項義工工作，這樣便會省卻了在學期初尋找義工的問題。 

 

10. 2019-2020 年度會員大會應如何安排? 

本年度家教會會員大會後將會有茶會安排，費用$25/人，按通告覆回參與的家長人數約

70%至 80%作預算。 

議案由林衛平動議，陳寶玲和議，一致通過。 

 

 

四.   臨時動議 

 

1. 暫定於下星期四或五相約委員回校監察午膳供應商，包括檢視其派飯運作、食物質素、

份量等等。 

 

2. 本會委員鄭佩麗女士將於 10 月尾移民加拿大，而本會將會由十位委員運作減成九位，

此運作是合乎會章的。而鄭女士在執委會的工作將會分配給各委員，希望大家共同努

力。在此亦感謝鄭女士過去在家教會無私的奉獻。 

 

3. 2021 年是 110 周年校慶，學校將會成立校慶組，預計 2020 年開始開會商討校慶各項活

動，學校邀請現任及過去三屆主席參與校慶組，以便收集更多意見。 

 

 

四、 下次開會日期 

日期：2019 年 11 年 29 日(星期五)  

 

 主席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