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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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會議 

 

日  期：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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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佩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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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議  內  容 

 

一.   審查及通過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紀錄 

通過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紀錄，由鄭佩麗動議，王無陽老師和議，一致通過。 

 

二.   報告事項 

 

1. 主席報告 (賴文耀先生報告) 

 

1.1 母親節和父親節義賣 

母親節義賣籌得$3690，父親節義賣籌得$1740，扣除成本$1040 共籌得$4390，所有收入

撥入摘星獎勵計劃。由於大部份用料都是上年已買入的，所以今年支出並不多。在此多謝

委員霍寶玉和鄭佩麗帶領熱心的家長義工完成製作。 

總括兩次義賣有以下結論/建議： 

 母親節義賣比父親節義賣反應較佳。 

 委員認為售價十元較便宜，並且維持了這價格很多年，雖然我們的成本也便宜，但如

果目標是為摘星獎勵計劃籌款，可考慮下年定價為$15 或$20。 

 另外明年可以考慮 DIY 工作坊，例如定名為「愛爸媽 DIY 工作坊」，藉着節日，既可

增加家長子女之間的感情，又可以籌款，一舉兩得。 

 

1.2 午膳供應商 

經過老師及家長委員代表審標評分後，確定「帆船美食有限公司」擔任未來兩年的午膳供

應商。校長希望就其服務諮詢各家教會委員意見及提供建議，以改善將來的服務。 

另外，鄧巧琛主任和本人也建議所有委員，可與學校一起監管中標飯商的工作。多謝委員

林衛平、陳寶玲、霍寶玉抽時間回校參與兩次試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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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標書審批會議 

於 4 月 2 日，5 月 22 日和 5 月 29 日，本會參與學校共 11 項標書審批會議，多謝委員胡

淑華、霍寶玉、鄭佩麗和邱小媚參與有關標書審批工作。 

 

1.4 小六畢業生紀念品 

本會為本年度畢業生預備了筆筒為畢業禮物，感謝 IT 組 May 為筆筒設計了紙版，亦感謝

委員鄭佩麗、霍寶玉和一群熱心的家長義工們完成有關之工作。現只剩餘 12 個筆筒，下

年度要再次訂購，或考慮購買其他東西。 

 

1.5 舊生購買書包 

書包商 Dr.Kong 及 SPI 在 6 月 13 日到校以優惠價售賣書包給在校的學生。當天秩序良好，

家長們反應踴躍。感謝委員陳紫玲與書包商協調及安排，亦感謝當天趙煒麟老師、委員胡

淑華、霍寶玉、鄭佩麗的協助。 

 

1.6 摘星獎勵計劃 

摘星獎勵計劃的飾櫃已經完成整理，預定下星期安排學生換禮物。 

 

2. 副主席報告 (蔡世鴻校長報告) 

 

 2.1 家長校董選舉 

 家長校董選舉將於 6 月 28 日舉行，現有三位家長參選。當天選舉的工作需要家教會委員

協助及當席，在此先感謝委員的幫忙。 

  

 2.2 家教會會訊 

 家教會會訊已完成印刷及派發，本年的會訊內容豐富，色彩奪目，在此感謝委員及老師

們的協助。 

  

 2.3 摘星獎勵計劃 

 下年度的摘星獎勵計劃分工事項及安排會稍作微調，稍後在此會議再作討論。 

  

 2.4 家教會跨境親子旅行 

 家教會跨境親子旅行：「大橋兩地深度遊」已於 4 月 15 至 16 日順利完成。家長反應大致

良好，旅行社安排合宜，行程順暢，酒店住宿理想。唯第二天在珠海長隆海洋王國遊覽

時天氣稍差，部份家長同學未能盡興。 

  

 2.5 才藝匯演 

學校於 6 月 28 日舉行「正向人生展繽紛·關愛校園頌主恩」才藝匯演，在此邀請各委員參

與欣賞當天的節目。 

 

2.6 有關近期社會運動 

回應有關近期社會運動，學校感謝各老師謹守崗位，學校運作一切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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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小三全港系統性評估(TSA) 

下年度本校將參與小三全港系統性評估(TSA) ，亦會於學期初派發通告給家長。由於此級

學生在他們的六年級時必需參與 TSA，學校可以根據考試得出的數據來比較整體學生的水

平，並改善學校的學與教。 

 

2.8 暑期功課 

本年度將不會購買坊間的暑期作業，取而代之是配合學校的課程、較生活化和具創意的校

本暑期功課-「期樂無窮」，鼓勵學生自主學習。 

 

3. 財政報告 

 

家教會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第四次會議財務報告。財務報告收支計算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止，家教會往來戶口結存為$88,963.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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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74.20，家教會本年度累積盈餘為$88,963.81。 

 

截至 31-5-2019，按報告 P.2 顯示，家教會營運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26,77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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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74.20，「年終現金

及等同現金項目」為$88,963.81。 

 

另按報告 P.3 顯示，家教會非流動資產為$0，流動資產為$88,963.81（包括應收賬款$0 及

銀行結存$88,963.81），流動負債為$0，流動資產淨額為$88,963.81，資產淨值及儲備累積

盈餘為$88,963.81。 

 

此外，截至 31-5-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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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63.81。 

 

4. 各小組報告 

 

A. 會籍組 

沒有報告事項。 

 

B. 康樂組(趙學衡老師報告) 

試後參觀  

試後參觀將於六月開始陸續進行。今年試後活動報名的學生人數踴躍，本會將優先處

理家教會會員之報名，如報名人數仍超額，會先以班際平均分配數額，再以抽籤形式

決定。 

 

C. 興趣組(鍾沛霖小姐代報告) 

 暑期活動 

 五月中已發出暑期活動通告，報名參加的學生非常踴躍。家教會與博研多元智能課外

活動中心合辦的活動共有六百多個人次報名，而校內活動大部份亦能成班，唯現代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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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組因報名人數不足而取消。所有成功報名的學生已收到小通告確認。 

 

D. 出版及網頁組(鄭佩麗女士報告) 

家教會會訊已順利出版及派發，本年度選用圖文公司印製，多謝蔡校長、鄧主任、主

席、各老師和委員協助。 

 

E. 總務組(趙煒麟老師報告) 

 暑期訂報通告已派發給學生，家長可按其需要自行訂閱報紙。而下年度訂閱報紙的事

項將會在八月尾再安排。 

 

F. 教育成長組 (黎寶欣姑娘報告) 

 1. 家長校董選舉 

第五屆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將於 6 月 28 日舉行。本會最初收到五位候選人參

選，後來兩位因私人理由退選，最後共三人參選。三位候選人之資料已上載到學校

網站供家長參考。 

 2. 家長義工記念品 

感謝協和堂協助甄選及代購家長義工紀念品，本年度的紀念品是聖經金句掛飾。校

方會協助安排印製感謝狀給家長。 

 3. 爸媽學堂 

「親子花束 DIY」共 26 對親子報名，將於 6 月 15 日分兩個時段進行。 

「身心伸展」運動工作坊由於參與人數不足，所以取消。 

 

G. 福利組 

 已安排書包商及姓名貼紙商於 7 月 6 日之小一新生日到校，以優惠價錢售賣書包及訂

購姓名貼紙。 

 

H. 其他 

常識科教科書(趙學衡老師報告) 

常識科本年度開始甄選新的教科書於 2020-2021 年度使用。本校邀請了四間出版社到

校開會及簡介，從中希望能夠甄選其教學內容貼近本校常識科的需要及新課程，亦會

考慮所提供的功課是否有效。 

 

小六畢業袍(楊秋月主任報告) 

小六畢業生的畢業袍已完成訂製，校服公司也完成製作及運送到學校，一眾畢業生可

在學校舉行畢業禮時穿着。 

 

 

三.   討論事項 

 

1. 追認「深水埗家長教師聯會」續會費(19/20 年度) $100。 

議案由張碧珊動議，陳寶玲和議，一致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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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9-2020 年度撥款項目，應如何決定案： 

a. 「家教會獎勵金」  ： (19-20 年度：$3,000.00) 

b. 「親子閱讀獎勵計劃」 ： (19-20 年度：$1,500.00) 

c.    「摘星獎勵計劃」  ： (19-20 年度：$6,000.00) 

d. 「家長圖書」   ： (19-20 年度：$1,500.00) 

e. 「學生圖書」   ： (19-20 年度：$1,500.00) 

 

議案由鄭佩麗動議，林衛平和議，一致通過。 

 
3.  跟進有關 6月 28日「第五屆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和「才藝匯演」的安排? 

  

「第五屆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家教會委員需要協助選舉主任黃家麗姑娘在地下禮

堂輪流當值，派發選票，並鼓勵家長踴躍投票。 

 

「才藝匯演」家教會委員需要協助一樓禮堂及平台的款接工作。 

請各位委員預留時間出席及協助有關工作。 

 

4.  2018-19年度「摘星獎勵計劃」工作安排已備妥。下一年家教會，能否繼續協助購買物

品和派發禮物給同學們？ 

 

下年度「摘星獎勵計劃」將會由學校購買、點算和分配禮物項目，到年終學期尾派發禮

物給同學時，將會邀請家教會委員和義工協助。 

 

5. 有關 8 月份「小一新生簡介會」，家教會簡介應如何安排? 

 

家教會將安排兩位委員向小一新生家長簡介家教會工作，並鼓勵家長加入家教會成為會

員。 

 

6. 有關 9 月份「愛心姨姨叔叔義工」，應如何安排? 

 

家教會將先與黃芷茵主任聯絡有關「愛心姨姨叔叔義工」的安排，然後根據 18/19 年度學

期初派發的義工招募表，招募義工參與此項工作。 

 

7. 2019-2020 年度周年會員大會應如何安排? 

 

11 月 16 日為 2019-2020 年度周年會員大會，將會邀請陳鳳英醫生為講座講者，費用暫定

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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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臨時動議 

 

1. 敬師日 

先與羅詠霞主任聯絡，家教會可如何協助九月十日的敬師日。 

 

2. 校服環保著 

可於學期尾前出通告呼籲家長捐出不合適的校服，委員於暑假時整理回收的校服，然後

再決定是否有足夠的數量在八月尾/九月初售賣校服環保著。 

 

 

五、 下次開會日期 

日期：2019 年 9 年 20 日(星期五)  

 

 主席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