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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2010-2011）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八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七時三十分 

地點：會議室 

主席：蔡學富 

記錄：伍炎麟 

出席者： 

家長委員： 蔡學富、胡鳳英、朱妙彩、伍炎麟、曹淑瑩、楊淑卿、李麗儀、李卓靜、

嚴麗芬、翁佩婷 

教師委員： 吳偉文校長、黃娟、李惠梅、張慧冰、關家衡副校長 

缺席委員：陳凱婷、冼尉欣、梁廣生 

 

議程： 

 

(一) 會議紀錄： 

1. 會員一致通過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記錄。 

 

(二) 報告事項： 

(一) 校方報告： 

1. 截至今年三月份，一年級新生及二至六年級家長捐款為港幣$102,580。 

 

2. 為慶祝瑪利諾會百周年，共舉辦 6 項活動如下： 

i. 尋根之旅，於 3 月 19 日舉行，以親子遊形式進行，學生、家長及老師

共 30 人，與及中學部學生 10 人，每團人數共 40 人；共辦 3 團，約 120 人參

與。 

ii. 於 4 月 11 日當天將有 3 份報章刋登瑪利諾會百周年簡介，分別是星島



日報、明報及頭條日報。昨天星島日報及明報來校採訪，簡介將以粉紙印刷，

每位學生可收到 4 頁簡介以作留念。 

iii. 小學校際百周年會慶乒乓球比賽 － 參賽學校除了本校外，還有天主教

柏德小學、大坑東宣道小學及大角咀天主教小學（海帆道），於 6 月 24 日舉

行。 

iv. 創會百周年歌唱比賽 － 參賽學校有本校中學部及瑪利諾中學，於 6 月

份舉行。 

v. 感恩彌撒 － 暫定於暑假後在聖方濟各禮堂舉行，實際日期待定，由湯

漢主教主持。 

vi. 百周年感恩慈善綜藝晚會 － 於 11 月中舉行，現正商議正式舉辦日期，

首選為 11 月 18 日，次選為 11 月 19 日，第三選擇為 11 月 25 日，實際日期

待定，時間為下午 8 時至 10 時 30 分。共有 4 間學校參與，對象為學生、學

生家長及校友，為了容納 1,500 人以上人數，將會在中環、沙田或荃灣大會

堂舉行，實際地點待定。 

 

3. 登報恭賀「瑪利諾神父修會 100 周年」 － 於星島日報及明報刋登，歡迎家

教會及校友會預留賀稿，每份港幣 3,000 元。校友更可佔名，每位港幣 1,000

元，可於 3 月 23 日前攜現金往中學部繳交。賀稿將以 4 版篇幅報導。 

 

4. 於 2 月 11 日收到環保署通知，本校申請在學校飯堂進行中央派飯（六年級）

被否決，原因是機電工程署在視察環境後，發現有 2 個電錶總掣位置在飯堂

內未符合標準。但校方反對此原委，因當初興建飯堂時，機電工程署已批准

此電錶總掣位置，現在又不批准；校方已去信機電工程署投訴有關事宜，飯

堂興建事在必行，請機電工程署盡快回覆，機電工程署將會來校再視察位置。 

 

5. 校方已預留 100 多個「百周年紀念」環保袋給家教會，待周年大會時派發給

義工家長。 

 

6. 校方贈給家教會之影印機須繳交保養費，為每年港幣 3,000 元，現可繼續使

用至保養期終結，之後是否需要續保決定於家教會。家教會動議繼續使用此

影印機至不能使用為止，不續付保養費。經各委員投票和議，通過此項建議。 

 

7. 招標事項（2 年一次）： 

i. 午膳服務 － 於 3 月 3 日已寄出標書，並於 3 月 24 日截止投標，屆時



將會邀請家長及學生參與試食。 

ii. 校車服務 － 已寄出標書，並於 3 月底截止投標。 

iii. 課本及練習簿 － 己發出標書。 

iv. 校服 － 未到期招標，因是 3 年合約。 

 

8. 標準校服公司於本年度之校服價格有輕微調整，為 1.5%至 6.5%不等。最高

加幅港幣 10 元（長運動褲），最少加幅港幣 1 元（長絨褲）。 

 

9. 學校正在試行許可學生將畫具存放在學校班房內，此是彈性處理，學生可自

行選擇存放與否。 

 

10. 六年級學生於考試前夕將提早半天放學，以便學生有更好準備應試。 

 

11. 早期舉辦之日營非常成功，校方多謝各委員之努力及協助。 

 

12. 學生津貼資助，供綜緩家庭及全津學生申請，於本年度最高有港幣 400 元津

貼，可申請作為暑期班資助（要有八成出席率），已於去年 9 月 20 日發出通

告。 

 

(二) 主席報告 

1. 多謝校長、老師及各委員於親子旅行當日的努力工作及協助。旅行當日有兩

位家長額外帶同小朋友上車，已通知他們須要補錢。當天天氣很好，氣氛也

十分好，但因午飯時段要分開兩處位置，難於照應；另外，行程中又需要分

開參觀，使同學們未能聚於一起，希望下次檢討。 

 

2. 多謝朱妙彩女士及曹淑瑩女士幫忙完成教育局家校合作活動之財政報告。 

 

(三) 司庫報告 

2011 年 2 月的財務紀錄為： 

���� 截至 2011 年 2 月 28 日往來戶口結餘：HK$583,970.63 

���� 截至 2011 年 3 月 18 日儲蓄戶口結餘：HK$29,408.96 

未兌現支票總額為 HK$81,543.50 



 

(四) 親子旅行報告 

 

報名人數共 591 人/199 個家庭 

出席人數共 569 人/190 個家庭 

旅行總收入為港幣 71,310 元，與團費及雜項支出（小禮物及飲用水）平衡。

另已退款給與 2 個家庭，每個家庭為港幣 130 元。 

已收回調查問卷，大多數參加者均表示開心及滿意，但未足八成參加者對導

遊的表現滿意。 

 

(五) 言語治療講座報告 

報名人數共 241 人，出席人數共 78 人。 

已收回調查問卷，普遍參加者表示滿意，但對於內容及趣味性則表示一般。 

大部份家長希望收到講義，校方表示為保持環保，不會派發講義，家長可在

網上下載資料及講義。另外，有家長希望可按年級分為兩班，及按某題目增

加講座堂數為兩堂。由於是次講座出席人數偏低，建議校方於下次講座前在

家課冊內提醒已參與家長出席；另外，建議在點名時先向家長派出調查問

卷，以便提早離開的家長也可填寫。 

 

(六) 樂施會音樂馬拉松報告 

今年的樂施會音樂馬拉松在九龍灣德福廣場舉行，參與人數共 91 人，分別

為敲擊樂 47 人、口風琴 34 人及個人表演 10 人，老師出席人數比去年多，

各表演同學也相當守秩序，獲得一致好評。 

 

(三) 討論事項 

1. 家教會辦公室 

校方已按於牆身空置位置加建磚牆及加安裝鋁窗的裝修工程找公司裝修報

價，結果如下： 

i. 卓力家具有限公司報港幣 7,000 元 

ii. 木記五金電器部報港幣 6,500 元 

經各老師及家長委員投票，一致通過選擇採用木記，於復活節假期開工。 

 



2. 暑期班 

定於 7 月 13 日至 7 月 29 日暑假期間，逢星期一、三及五，共 8 堂。所有參

考計劃書及資料須於 3 月 31 日前收集，以便聯絡有關導師。通告將於 4 月

13 日發出，校方由關副校負責。 

 

3. 敬師日 

於 5 月 6 日舉行，跟以往形式進行，所有同學坐在禮堂下，有唱歌、校長致

辭、送上小禮物及合照等。 

 

4. 營養講座 

講座將於 6 月 25 日在學校禮堂舉行，約一個半小時，可選擇講座題目如下： 

i. 食物標籤 

ii. 餐桌禮儀 

經各教師及家長委員投票，一致通過以餐桌禮儀為題，並可親子聽講。 

 

5. 午膳調查 

家教會委員將於 3 月 21 日下午 12 時 15 分到校進行午膳調查，目的只是協

助學校監察午膳供應商的食物質素，以達到學校要求之標準。 

 

6. 搜集家課冊 

家教會委員將於復活假後搜集各年級家課冊的功課表，以了解各年級的功課

量。 

 

(四) 其他事項 

1. 由於部分學生因參加各展所長班而未能乘搭回程校車返家，有家長提問可否

請校車多走一轉，把學生接回家。校方回應因合約問題，暫時未能提供此項

服務。 

 

2. 舊課本回收 

關於舊課本回收事宜，校方會組織小組討論： 

i. 部分家長不太喜歡用舊課本，更可能已有書簿津貼 



ii. 部分家長喜歡用舊課本以便溫習，結果可能導致有需要的學生得不到

想要的課本 

iii. 如果沒有學生需要舊課本，也可將舊課本捐贈去有需要的機構 

待校方搜集意見後，於下次會議時討論。 

 

3. 班平均分及加級名次於成績表內 

校方回應不會在成績表內登上班平均分及加級名次。校方於小一家長會時已

通知家長，如對成績表有任何問題，可與老師聯絡，家長在有需要時可跟老

師查詢學生需注意改善的地方。而每次測驗或考試後，老師都會就著同學們

不明白的題目發出回饋工作紙，以加強同學們的認識。 

 

4. 小六畢業宿營 

因近暑假前有一連串的測驗和考試，故校方於本年度未能配合而不會舉辦小

六畢業宿營。或許由家教會舉辦，以日營形式。待家教會研究日期及營地後

再作討論。 

 

5. 家教會動議以港幣 6,000 元支持校方刋登賀稿，登報恭賀「瑪利諾神父修會

100 周年」。經各委員投票和議，通過此項建議。 

 

6. 去年校慶聚餐，有部分禮物費用須與中學部家教會平均支付，家教會主席會

向中學部家教會收回該項費用。 

 

7. 於 5 月 21 日的賣旗籌款，共有 221 名學生及 192 名家長參與，非常踴躍。 

 

8. 本校於 2011 年香港花卉展覽小學組盆栽種植及培植比賽中，以肉葉蘆薈參

賽並獲得季軍，作品在維園花卉展覽中展出，歡迎各界人士進場參觀。 

 

9. 深水埗區家教會聯會續會年費港幣 100 元，已開出支票續會。 

 

10. 由家教會支助 Smart ABC 半年費用共港幣 15,000 元，已開出支票付款。 

 

 



(五) 散會時間：下午 9 時 27 分 

 

(六) 下次會議：2011 年 5 月 6 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