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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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次會議 

 

日  期：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三) 

時  間： 下午六時三十分 

地  點： 地下協和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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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沛霖 

致  歉︰廖凱欣 

  

會  議  內  容 

 

一.   審查及通過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會議紀錄 

通過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會議紀錄，由陳紫玲動議，林衛平和議，一致通過。 

 

二.   報告事項 

 

1. 主席報告 (賴文耀先生報告) 

 

1.1 摘星獎勵計劃已於六月尾至七月頭完成，由於疫情關係，今年由以往「同學們排隊領

取」改為「預先執拾」，再由校工送上每一個班房。在這裏多謝一眾委員眾志成城返

校幫手，今年並沒有邀請家長義工協助。 

禮物方面：今年是由江老師負責，值得一讚，很多禮物都花盡心思採購回來，尤其是

同學們喜愛的卡通人物，都是好貼切同學們的需要。 

 

1.2 5 月至 9 月期間，本會參與學校共 12 項標書審批會議，多謝一衆委員參與有關標書審

批工作。 

 

1.3 有關舊生購買書包，兩間書包商 SPI 和 Dr Kong 也在 30/6 完成售賣，都是跟上年一

樣，有現貨買，家長可以即時領取，價錢無變。多謝林衛平、霍寳玉和邱小媚 一早

到場協助。 

 

1.4 製作送予畢業生的筆筒多謝袁詠詩、陳寶玲、邱小媚和霍寳玉。返校幫手愛心的工作，

去 「剪裁」及「攝」入筆筒，和分班數量入箱。 

 

1.5 協助整理校服環保着多謝一眾委員在 20/6 星期六早上，返校整理校服環保着，由於

家教會室已經堆積了很多回收校服，我們將太舊、太黃或有污跡的校服進行棄掉，和

將原好的校服分類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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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六年級畢業典禮」7 月 11 日，多謝小寶、Amy、Jennifer、May & 平返校協助頒獎 

 

2. 副主席報告 (蔡世鴻校長報告) 

 

2.1 關於疫情下學校在開學後的措施及準備，校方歡迎家長提出意見，若有不足可作出跟

進及改善。停課期間，學校進行 ZOOM(網上授課)教學，縱然老師於教學遇上不少麻

煩，老師們亦迎難而上，制定不同網上學習教程，獲教育局高度讚揚。 

2.2 開學後，同學們於小息時進食的衛生安全問題，現已安排學校地下、一樓平台及四樓

閱覽室為進食區，每個位置相距 1.5 米距離，同學於小息時必需到指定進食區進食，

每次進食完畢放一張清潔牌，待校工叔叔姨姨清潔後才可再次使用。 

2.3 開放學校圖書館成為了挑戰，由於借閱圖書引起的衛生問題，因此學校仍在想辦法解

決，希望盡快重開圖書館，使同學們能維持閱讀習慣。 

 

3. 財政報告 

家教會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第八次會議財務報告。財務報告收支計算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止，家教會往來戶口結存為$86,90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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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7.01，家教會本年度累積盈餘為$86,900.52。 

  

截至 31-8-2020，按報告 P.2 顯示，家教會營運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9,167.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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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7.01，「年終現金及

等同現金項目」為$86,900.52。 

 

另按報告 P.3 顯示，家教會非流動資產為$0，流動資產為$86,900.52(包括應收帳款$0 及銀

行結存$86,900.52)，流動負債為$0，流動資產淨額為$86,900.52，資產淨值及儲備累積盈

餘為$86,900.52。 

 

此外，截至 31-8-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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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900.52。 

 

4. 各小組報告 

 

A. 會籍組 (趙學衡老師報告) 

雖然未知家教會活動能否如常進行，但仍會招收會員及會費，家長可因應疫情自由選

擇參加與否。今年家教會招收會員試用電子方式，使用支付寶繳付會費，如該家庭未

有設立電子繳付，則可緻交支票，而學校不會收取現金。 

 

B. 康樂組(楊秋月主任報告) 

親子旅行暫定 2021年 1月 23日，咨詢過鄭俊傑副校長意見，由於租用渡假營舍有太

多限制，建議由旅行社代辦。 

 

C. 興趣組 

沒有報告事項。 

 

D. 出版及網頁組(袁詠詩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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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家教會會訊已於 6月份出版。 

 

E. 總務組(趙煒麟老師報告) 

 已發出電子通告予 3-6 年級同學，10 月 12 日開始會有實體報每天早上送到學校，如疫

情反覆再次停課，報商會提供了網上戶口，供學生在網上閲報。 

 

F. 教育成長組 (黎寶欣姑娘報告) 

1. 家長義工 

i. 本學年之家長義工已召募暫停，稍後報告。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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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品由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活動津貼。(上年度已畢業之學生家長義工已在

上年度畢業禮送出) 

 

2. 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活動津貼 

i. 上年度的活動報告已提交委員會。 

ii. 本年度之活動津貼由黎姑娘提交申請，仍有待審批。 

 

3. 家長圖書閣 

i. 由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活動津貼購買圖書。 

ii. 王姑娘和黎姑娘共新增 39 本有關親子、家長教育／消閒等圖書。 

iii. 稍後更新家長圖書閣網上書單。 

 

4. 家長義工訓練暨首次聚會暫定於 12 月 18 日進行 

 

G. 福利組 

沒有報告事項。 

 

三.   討論事項 

 

1. 追認本年度敬師日支出費用$1129。 

議案由陳紫玲動議，袁詠詩和議，一致通過。 

 

2. 追認「深水埗家長教師聯會」續會費(2020/2021年度) $100。 

議案由陳寶玲動議，邱小媚和議，一致通過。 

 

3. 2020-2021年度撥款項目，應如何決定案： 

「家教會獎勵金」  ： (20-21年度：$3,000.00) 

「親子閱讀獎勵計劃」 ： (20-21年度：$1,500.00) 

「摘星獎勵計劃」  ： (20-21年度：$6,000.00) 

「家長圖書」   ： (20-21年度：$1,500.00) 

「學生圖書」   ： (20-21年度：$1,500.00) 

議案由林衛平動議，邱小媚和議，一致通過。 

 

4. 資助親子義工探訪禮物費用，應如何決定案? 

資助親子義工服務，將會有一次探訪活動共 16 對親子參與，家教會預算資助每份探訪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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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為$50，合共$800。 

議案由張碧珊動議，陳寶玲和議，一致通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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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義工訓練聚會茶點費用以參加人數計算，上限為$2,000 由家教會資助。 

議案由邱小媚動議，陳紫玲和議，一致通過。 

 

6. 2020-2021年度周年會員大會應如何安排? 

家教會周年會員大會暫定於 11月 14日舉行，由於疫情反覆，周年會員大會將以 ZOOM形

式在網上直播，不會邀請嘉賓或講者，主要通過議程及確認選舉結果。 

 

7. 本年度親子旅行的地點及工作安排，應如可決定案? 

親子旅行暫定 2021年 1月 23日，暫時可開始到收集一些本地遊行程，例如︰郊遊、行

山等，可讓一家大小呼吸新鮮空氣，有關行程搜集請康樂組組員跟進。 

 

8. 上學期招募家長義工組，家教會應如何協助和跟進?  

雖然學校大部份活動是否仍能進行仍為未知之數，但仍然會先招募家長義工，由於現時

維持半日制復課，午膳姨姨義工會暫停招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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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會會甄選兩種不同的款式給家長選

購，定價為$10 一個。 

議案由陳紫玲動議，邱小媚和議，一致通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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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學堂製作過年食品每年都非常受歡迎，例如製作蘿蔔糕，今年亦會繼續舉辦，食品

製作材料費預算每位上限$100。 

議案由張碧珊動議，林衛平和議，一致通過。 

 

11. 有關「水運會」(如能舉行)，家教會應如何協助? 

由於疫情影響，需待教育局宣佈可全日制上課方可舉行。 

 

12. 校服環保著應如何決定案。 

校服環保著定於 10月 12日早上於協和影院即場售賣。 

另外，如有需要購買全新冬季校服，金綸校服公司將於 10月 17日到校售賣校服，家長

可帶同子女回校購買。 

 

四、 臨時動議 

 

五、 下次開會日期 

日期：2020 年 11 年 14 日周年會員大會  

 

 主席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