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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2010-2011）委員會 

第七次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一一年九月九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七時二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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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廣生、李麗儀、楊淑卿、

李卓靜、嚴麗芬、翁佩婷 

教師委員： 吳偉文校長、黃娟、李惠梅、陳凱婷、張慧冰、冼尉欣、關家衡副校長 

 

議程： 

 

(一) 會議紀錄： 

1. 會員一致通過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會議記錄。 

 

(二) 報告事項： 

(一) 校方報告： 

1. 升中派位：今年 6年級共 146位學生參加。獲派第一志願的有 79%，獲派頭

3個志願的有 84%。升上中學部有 79人，另有 29人獲派其他英文中學。 

 

2. 關注事項： 

i. 小班教學 － 校方已接獲教育局通知，自 2012-2013 年度起，在小一開

始推行小班教學（每班人數為 25 人），4 班共 100 人。這對現時就讀小

一至小六的同學沒有影響。星島日報及蘋果日報亦有刊登此新聞。 

ii. 本校參加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首次推出的「優質評核管理認證計



劃」，已獲通知成功通過所有評審標準，順利取得認證。頒授認證

典禮將於 10 月 15 日在本校禮堂舉行。此認證為期 3 年，每 3 年
需要再考核一次。 

iii. 瑪利諾會百周年活動之一的「瑪利諾會百周年感恩彌撒」已於 9月 6

日（星期二），在將軍澳運動場舉行。彌撒由湯漢主教主持，2至 6年級

同學及全體老師均出席參與。 

iv. 瑪利諾會百周年壓軸活動 － 「瑪利諾會慈善綜藝晚會」之門票現已開

始發售，票價分為港幣 50 元及港幣 100 元兩種，所有收入將為瑪利諾

會籌款用途。校方更多謝家教會支持於場刊刊登賀稿。 

v. 來年新計劃： 

� 英文科：申請提升小學英語水平津貼計劃 

� 中文科：發展學生中國語文自學能力計劃（小一） 

�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每星期兩天在校內觀課及評課，

可提升教師的教學技能） 

� 課程領導學習社群 

� 資優教育課程 

� 推行家長教育：就着家長關心議題開辦講座。例如怎樣使子女專

注、如何教導子女溫習等。初步計劃講座會在晚間或週末早上進

行，以方便各在職家長。 

� 繼續為小四學生推行成長的天空活動 

� 於四月份舉辦畢業營 

� 更新學校網頁及內聯網 

� 德育及國民教育 

vi. 學校於暑假期間在課室及教員室窗户貼上隔熱膜，除了遮光及隔熱外，

更可避免出現反光現象。 

vii. 學校於暑假期間在球場增設了 5個跳飛機地墊，並於新學年供全校學生

享用。 

viii. 今年學校成功獲批款，更換所有男女生洗手間的潔具，包括坐廁及洗手

盆。 

 

(二) 主席報告 

1. 處理家長投訴：關於校車收費，已經向家長了解，並會與校車供應商洽商。 

 



2. 已經與中學部商討 9 月 23 日的校慶晚宴事宜，經網上投票，結果選出西九

龍廣場龍廷酒家為是次晚宴場地。 

 

(三) 司庫報告 

本月已開票給暑期班導師費用共港幣 20萬 3百 50元。 

七月份支付家教會安裝冷氣費用及會訊費用合共港幣 5千元。 

暑期班減半學費約港幣 1千 7百元。 

暑期活動共開支為港幣 22萬 3千 3百 23元。 

2011年 8月的財務紀錄為： 

���� 截至 2011年 8月 30日往來戶口結餘：HK$715,584.98 

���� 截至 2011年 8月 30日儲蓄戶口結餘：HK$29,408.96 

其他支出：HK$25,413.2 

 

(四) 營養講座報告 

是次營養講座共有 126對人數報名，實際出席人數有 76對人。共收回 66份

問卷，總括評價滿意，滿意及非常滿意佔大半數，唯一意見是親子時間太少

及整體時間略短。 

 

(五) 小六畢業茶聚報告 

於 6月 30日舉行，4班 6年級學生及所有老師均有參與，多位家教會委員在

場協助。146 位出席學生共繳交款項 HK$5840，家教會補助 HK$944.4，當

日共支出 HK$6,784.4以繳付食物及禮物之用。 

 

(六) 暑期活動報告 

暑期活動已圓滿結束，是次活動共開辦 47 班，共有 632 人次參與。問卷結

果評價滿意，多謝校方及老師做了詳盡的統計： 

1. 參加中文、英文及數學班的同學家長要求比較高，希望能夠有多些活動

教學及功課。另外，英文班的導師均為外籍老師，有家長擔心學生聽不

明白，會應付不來。 

2. 體育活動班的參加率比較高，反應熱烈，唯欠時間不夠長，希望可延長

至 8月份。 

3. 有些體育活動於露天球場進行，有家長擔心因長時間在烈日下運動，會

有中暑現象，希望校方盡量安排此類活動於有蓋操場進行。 

4. 籃球班出現了小意外，范文慧同學在上課時不慎跌傷下巴，需入院縫

針。其間已知會其家長，及後問及情況，其母親說並無大礙。 



5. 希望各導師於轉堂時能遵照指引，安排學生先到操場集隊，再由下一堂

導師帶領回課室上課；同學們亦應安靜地在操場排隊。 

 

(七) 家教會冷氣機安裝報告 

冷氣機已於 7月初安裝完畢，趕及暑期活動前完工。冷氣機有 1年保養。 

 

(三) 討論事項： 

 

1. 小一午膳安排 

已聯絡 12 位義工家長於 9 月 19 日至 10 月 30 日期間輪流幫忙照顧小一同

學，家教會備有簽到表格。 

 

2. 開放校園 

9月 17日是校園開放日，現已有超過 600人報名，於 9月 14日截止報名。

預計有 600名家長偕小朋友參與，開放時間於早上 9時 30分開始，為時一

個半小時。當日程序大致如下： 

� 校長於禮堂作課程簡介 

� 答問會 

� 攤位遊戲 

� 約上午 11時參觀校園 

� 約中午 12時完畢 

 

3. 9月 23日校慶分工 

已與中學部商議，安排及分派工作。 

 

4. AGM家教會周年會員大會 

第十四屆家教會周年會員大會將於 10月 22日舉行，其分工及安排已完成，

各委員正預備當天工作。 

 

5. 運動會 

本年度運動會將於 10月 28日在深水埗運動場舉行，校方會於 9月尾派出通

告。校方已招募多名家長義工屆時到場協助，於 10月 22日會為家長義工舉



行簡介會，陳述運動會當天的工作分配及各人的崗位。 

 

6. 申請下屆資助計劃 

包括： 

� 親子旅行 

� 講座（兩次） 

� 學習營 

 

(四) 其他事項 

1. 小六畢業營 

為期兩日一夜，將於 4月份舉行，由葛主任跟進。 

 

2. 中小學聯校活動 

稍後待中學部學生會與中學部聯絡後再決定，於下次會議討論。 

 

3. 9月 23日校園清潔日 

校方需要 8至 12位家長義工幫忙，時間為下午 2時 15分至 3時 15分，由

家教會楊淑卿跟進。 

 

(五) 散會時間：下午 9時 05分 

 

(六) 下次會議：2011年 10月 22日（星期六），AGM家教會周年會員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