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 

協和小學(長沙灣)家長教師會 

2020/2022第十二屆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錄 

 

日 期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時 間 ︰下午六時三十分 

地 點 ︰一樓協和堂 

召集人︰賴文耀先生/蔡世鴻校長 

紀 錄 ︰莫叡雅 

出 席 ︰賴文耀 袁詠詩 陳寶玲 莫叡雅 李普樂 潘秀齡 林衛平 霍寶玉 陳紫玲 溫麗娜 

        蔡世鴻 鄭俊傑 李嘉敏 梁惠玲 鄭彩月 劉梓峯 蔡敏英 伍惠卿 

列 席 ︰鍾沛霖   

 

會 議 內 容  

 

一、 審查及通過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第八次會議紀錄。 

通過第十一屆執行委員會第八次會議紀錄，由袁詠詩動議，霍寶玉和議，一致通過。 

 

二、 審查及通過第十二屆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 

更正: 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的 $5,000 活動撥款增加到 $10,000，用以贊助親子旅行抽獎、

徵文及攝影比賽獎品。 

通過第十二屆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由林衛平動議，李普樂和議，一致通過。 

 

三、 第十二屆執行委員各自簡單自我介紹 

 

四、 報告事項 

 

1. 主席報告 (賴文耀先生) 

1.1. 收到今年 2020-21 家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已批出家教會經常津貼 $5740 及另外兩

項家校合作活動津貼 $20,000 總共$25,740。 

1.2. 於 12 月進行了聖誕節吊飾義賣，感謝委員及義工製作小天使、聖誕樹及小雪人聖誕

掛飾義賣，總共籌得 $3200 元，扣除支出 $746，共有 $2454 全數撥入摘星獎勵計劃

之用。 

1.3. 3 月 6 日校服環保着，感謝委員們返校合力完成，當天人手充足，進度理想，井井有

條。總共籌得款項 $3860 ，全數撥入摘星獎勵計劃。 

 

1.4. 學校膳食委員會，已經選定三位執行委員，賴文耀、Moie 莫叡雅 和 Jovi 潘秀齡 為

今屆膳食委員。 

1.5. 已聯絡了供應商製作一批家教會會衫，提示各委員出席學校活動 （如：家長日義賣、

環保着等活動）都穿上會衫以作識別及體現團隊精神。 



 

1.6. Mandy Liu 是我們家教會多年的嘉賓會員，因為工作關係，需要辭去嘉賓會員一職。 

 

2. 副主席報告 (蔡世鴻校長) 

2.1  現任家教會嘉賓委員廖凱欣女士聘請為本校英語會話班導師，故退出家教會嘉賓委

員一職。 

2.2  由於疫情稍為緩和，3 月 2 日始本校將分級讓學生回校上實體課，時間如下︰ 

小一 (逢二、四)、小三及小六 (逢一、三、五)、小四及小五 (星期一至五)，此外，

六年級同學為準備升中，本校亦安排星期六為六年級同學補課。無需回校上實體課

日子，則繼續以 ZOOM 網課形式上課。 

2.3  關於午膳供應商事宜，本校與帆船美膳飲食公司於今年完約，應需進行午膳供應招

標，但由於疫情影響已有 1 年多，學校不時停課及半日制上課，不少供應商將面臨

倒閉，教育局建議學校與供應商的合約延期一年。為了讓供應商繼續運作，所有受

政府關愛基金資助午膳之學生，可獲派發午膳，放學後取回家享用。 

 

3. 財政報告 

家教會第十二屆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財務報告。財務報告收支計算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止，家教會往來戶口結存為$110,767.92。按報告 P.1，家教會經常費用上年度累積盈

餘$86,900.52，本年度結餘為$23,867.40，家教會本年度累積盈餘為$110,767.92。 

截至 28-2-2021，按報告 P.2 顯示，家教會營運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23,867.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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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67.40，「年終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為$110,767.92。 

另按報告 P.3 顯示，家教會非流動資產為$0，流動資產為$110,767.92(包括應收帳款$0

及銀行結存$110,767.92)，流動負債為$0，流動資產淨額為$110,767.92，資產淨值及儲

備累積盈餘為$110,767.92。 

此外，截至 28-2-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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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67.92。 

4. 各小組報告 

A. 會籍組 

B. 康樂組 

C. 興趣組 

D. 出版及網頁組 

E. 總務組 

F. 教育成長組 

G. 福利組 

H. 其他 

各小組沒有報告事項 



 

 

五、 討論事項 

 

1. 追認致送 110 周年校慶花籃$ 500。 

議案由潘秀齡動議，溫麗娜和議，一致通過。 

 

2. 有關本會開設往來戶口有效簽署人，應如何決定? 

銀行收取 $200 手續費 

議案由霍寶玉動議，袁詠詩和議，一致通過。 

 

3. 家教會擬於 4 月 9 日及 10 日「家長日」為「摘星獎勵計劃」進行籌款義賣，應如何決定案? 

家教會將於 4 月 9 日及 10 日的「家長日」同時舉辦家教會籌款義賣活動，屆時亦會安排書商

到埸出售書籍，於 4 月 6 日將會安排委員回校預先整理有關物品，提前作好準備。 

 

4. 家教會擬於母親節製作精品向學生及家長義賣，應如何決定案? 

家教會將會繼續安排製作不同的母親節精品出售，掛飾款式大致與以往的相同，價格維持不

變$10 一個。 

議案由李普樂動議，潘秀齡和議，一致通過。 

 

5. 家教會擬於父親節製作精品向學生及家長義賣，應如何決定案? 

家教會將會繼續安排製作兩款不同的父親節匙繩掛飾出售，掛飾款式大致與以往的相同，分

別為「SUPERDAD」及「ILOVEDAD」，價格維持不變$10 一個。 

議案由溫麗娜動議，霍寶玉和議，一致通過。 

 

6. 今年「會訊」應如何分工？ 

今年的家教會「會訊」先由八位委員寫出「委員的心聲」，分別由主席賴文耀、陳寶英、莫叡雅、

李普樂、潘秀齡、李淑珊和溫麗娜，總共 7 位委員負責(排名不分先後)，各自撰寫約 100 字。 

 

家教會活動花絮方面，也需要委員執筆如下： 

a）聖誕節小掛飾義賣 - 霍寶玉 

b）校服環保著 - 袁詠詩 

c）家長日義賣 - 陳寶玲  

d）摘星獎勵計劃 - 陳紫玲         

 

7.  摘星獎勵計劃工作安排，家教會應如何協助? 

由於疫情的關係，盡量減少人群聚集之餘，又不希望減退小朋友換取禮物時的興奮心情，決

定安排今年的摘星獎勵計劃以「分批」進行，分別由每一班的同學，逐班逐班讓小朋友親自

換領禮物。 

按江老師的要求，需要家教會義工協助點算摘星禮物的數量，以及裝飾佈置摘星獎勵計劃的

禮物飾櫃，家教會將於 7 月份配合安排。 

 

 

 



 

8.   6 月份「家長校董選舉」之工作安排，應如何決定案? 

應屆的「家長校董選舉」由社工伍姑娘負責，「家長校董選舉」將以選票形式舉行，預先安

排派發「家長校董選舉」參選通告的選票給予各位家長，家長按指定日期以回條形式交回學

校。「家長校董選舉」於「才藝晚會」當晚同時舉行，家教會將協助家長投票及監票的工作。 

 

9.   7 月 4 日「小一迎新日」，家教會應如何協助? 

於 7 月 4 日「小一迎新日」當日，家教會將會安排家長委員協助維持秩序及協助接待小一新

生的家長，家教會亦會預先安排書包供應商「SPI」和「DR. KONG」、校服供應商及書商到

場售賣其產品，方便家長為入讀小一的子女預備和購買有關物品，同時家教會將會負責售賣

姓名貼紙。 

 

10.  7 月 4 日「小六畢業禮」，家教會應如何協助? 

應屆的「小六畢業禮」決定於 6 月 26 日舉行，因應疫情關係，暫時政策上只容許 100 多人

參加，故此取消「才藝大匯演」，改為「才藝表演」，由家教會委員發送紀念品。（實際情

況，校方將會以疫情的進展，再作配合，決定合適的安排） 

 

11. 有關小六畢業刊及畢業禮物事宜，應如何決定案? 

畢業禮物將維持不變，以放入印上本校設計圖樣及班相的筆筒作為畢業禮物。  

家教會撥款資助小六畢業刊彩色封面及畢業筒圖樣影印費用，實報實銷，以不超過$1,000 為

上限。 

議案由林衛平動議，袁詠詩和議，一致通過。 

 

12. 本年度津貼家長義工紀念品，應如何定案？ 

由於疫情持續的關係，本年的家長義工活動甚少，因此今年將取消安排發送家長義工紀念品。 

 

13. 家長委員借用教協咭之安排，應如何決定(二)  

家教會教協咭存放於學校校務處，由陳穎茹書記保管，如家長委員有需要借用，可以向陳穎

茹書記借用。 

 

六、 臨時動議︰ 

沒有臨時動議 

 

七、下次開會日期及時間︰2021 年 6 月 24 日(星期四) 下午六時三十分 

 

八、散會時間︰下午八時四十八分 

主席簽署︰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