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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2011-2012）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記錄 

日期：2011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 7 時 10 分 

地點：會議室 

主席：蔡學富 

記錄：黃碧玉 

出席者： 

家長委員： 蔡學富、梁廣生、李麗儀、黃碧玉、吳華欽、嚴麗芬、楊淑卿、李敏珊 

           李卓靜 (增補) 

教師委員： 吳偉文校長、黃娟、黃洛琳、陳凱婷、葛瑞英、丘倩怡、關家衡副校長 

特別顧問： 曹淑瑩 

缺席委員： 吳嘉慧 (增補) 

 

議程： 

 

(一)  會議記錄 

 1. 會員一致通過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記錄。 

 

(二)  校方報告： 

1. 校董會通過兩項議案如下： 

1.1 因為同學們極重視測驗，並投放不少時間在溫習上，因此由 2012-2013 學年開

始，測驗和考試佔全年的計分比例將由現時的 20/80 改為 30/70。這個新比例

只適用於下學年度一至四年級學生，而就讀五、六年級的同學因要參與呈分

試，故仍須沿用舊有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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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由 2012-2013 學年開始，小學一年級將採用小班教學，每班二十五人。由於師

生比例明顯改善，課程可相應調整，其中小一的英文科和數學科在上學期將

會教授下學期的課本，課程會特別編寫，書本價格也因此可以調低。當這些

學生升上六年級後，下學期的數學將會以英文教授，以為升讀英中作好準備。 

2. 校方將會在 2012 年 1 月 7 日(星期六)舉行升讀小一家長講座，對象為幼稚園

學生家長。 

3. 瑪利諾神父會百周年慈善綜藝晚會已籌備多時，將於 2011 年 11 月 25 日(星期

五）晚上假荃灣大會堂舉行，本校購票情況熱烈。由於有頗多學生參與表演，

因此為方便有關學生進行實地綵排，學生將會在早上 10 時 45 分放學。由於資

源有限，大會只會供應晚餐飯盒給部分表演者如民族舞的同學。 

另外，瑪利諾會舉辦慈善競投活動，計有中國東北朝聖之旅、廣東朝聖之旅

和一尊聖母像，歡迎校友及家長參加。 

4. 11 月 13 日(星期日) ，維多利亞公園將會舉行戶外大型活動 - 「渣打藝趣嘉

年華」，此活動包括巡遊、日本舞、藝趣攤位及舞蹈表演等，本校亦有派同學

代表參加，屆時，校長也會到場給同學打氣。 

5. 小六畢業營將定於明年 4 月 19 及 20 日舉行，所有畢業同學必須參加(病假除

外) ，地點暫定為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 

 

(三)  主席報告 

1. 校慶晚宴 

校慶晚宴結算後有盈餘港幣 719 元，小學部家教會已把此款項捐給瑪利諾神父

會作慈善用途。 

2. 家長教師會週年大會 

第十四屆家長教師會週年大會已順利舉行，司儀和表演同學都十分出色。唯

一需要改善的地方是在用茶點方面，需要提供足夠的食用工具，如紙碟、膠

叉等。 

  

(四)  司庫報告 

2011 年 10 月的財務紀錄為： 

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往來戶口結餘：HK$568,779.18 

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儲蓄戶口結餘：HK$29,409.11 

  

其他事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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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轉帳莫太基金 (AGM 書券 - HK$2400.00) 

- 校慶晚宴款項 HK$24,890.00 已於 11 月初入數給中學部 

- 家教會會員大會 (書券支出 - HK$7200.00) 

- 普通話課程收入 HK$6,480 元 (17 名學生參加) 

 

 另外司庫李麗儀將要更改往來戶口及儲蓄戶口簽名及制定本年度的財政預算 (若

有任何特別或非經常性開支，務請通知司庫)。 

 

(五)  討論事項 

1. 丹尼食品銀行附加費 

委員黃碧玉已聯絡丹尼食品，得悉在銀行櫃位以現金入數繳費的家長不多，

約有十名，由於影響不大，所以此項不予跟進。 

2.   運動會報告 

    2.1 第三十八屆運動會於 2011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五)順利舉行，當天的義工

家長人數多達 108 人。 

委員楊淑卿提出改善義工家長召集處的位置，由看台搬回運動場入口

側，以避免一些閒雜人等混入，對學生安全構成危險。另外希望工友們

能加強識別已獲安排工作的家長義工身分，他們每人都掛有一個義工證

以資識別。 

   2.2 關副校提議貼出告示在運動場入口處通知家長，只有已登記並獲接納為是

次運動會義工的家長方可進入會場，而負責接送的家長或監護人則不可

以進入。 

   2.3 委員楊淑卿亦表示，家長義工是根據各年級已報名之家長抽籤決定。為了

避免有青黃不接情況出現，家教會會盡量安排讓多一些新血加入，以讓

他們吸收經驗。 

 

3.  家長來函 

3.1 在運動會秩序及運作方面，有家長提供寶貴建議，現答覆如下： 

- 看台初時會坐得疏落，原因是小一的學生在運動場的另一邊參與遊戲活

動，而亦有相當多的同學參加比賽或在場內熱身。其後當小一學生和運

動員回到看台後，情況便有所改善。 

- 另外籌委會已在早前的義工籌備工作會中，給家長義工提示：如同學要

上洗手間，必須等齊幾個同學才可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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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當日的賽事全為決賽，所以不是每一位同學都會出賽。如初賽也安

排在運動場上舉行，則半天時間便不敷應用。 

3.2 有家長反映校車接送服務不完善，未能安排一個較近住所的上落車點，而且

商討時態度惡劣。副主席梁廣生會聯絡有關家長，跟進事情。另外，校方表

示家長來函有副本抄送校董會，校監江神父認為大家都應該抱着互相遷就的

精神去解決問題。 

 

4. 學校的家長教育組提議舉辦家長講座主題包括如下： 

   - 「肥仔、肥女計劃」（對象為小一至小四同學） 

   -  「家長的角色」為人父母應有的態度（由教育學院導師主講） 

   -  「如何提升學習興趣」（由本校教育心理學家主講 ） 

   -  「性在有你」教導家長培育子女對性應有的態度（由明愛機構主講 ） 

   -  「如何提升專注力以增強語言能力」（由本校言語治療師主講） 

學校會與家教會共同推出獎勵計劃，出席次數高的家長會獲頒發證書。為避

免重覆及浪費資源，家教會的學術講座可減為一次。 

 

 5. 小一家長座談會 

委員吳華欽報告小一家長座談會進展順利，將會在 11 月 12 日舉行，已報名參

加的家長共 87 人。第一部分由黃瑞芬主任分享校本課程及駐校社工盧潔嫺姑

娘講述如何加強子女的自理能力，第二部分由家教會委員負責小一家長茶聚。

一年級各班班主任會協助登記事宜，而出席家長委員則有吳華欽、梁廣生、黃

碧玉、嚴麗芬、李敏珊。 

  

 6. 家長義工服務隊茶聚 

委員楊淑卿和李麗儀將會在小一座談會同日舉行家長義工服務隊茶聚，已報名

參加的義工人數共 25 人。 

 

 7. 家教會親子一日遊 

家教會親子一日遊將定於 2012 年 2 月 19 日舉行，特別顧問曹淑瑩反映家長意

見，他們希望午飯以燒烤形式進行。委員嚴麗芬將聯絡旅行社以提供適當路線

給各委員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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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散會時間 ：下午 8 時 40 分 

 

(七) 下次會議：2012 年 2 月 4 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