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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2012-2013)執行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七時正 

地點：會議室 

主席：梁廣生 

記錄：朱妙彩 

出席者： 

家長委員： 梁廣生、李麗儀、朱妙彩、楊淑卿、李敏珊、譚建明 

教師委員： 吳偉文校長、陳凱婷、葛瑞英、丘倩怡、關家衡副校長 

特別顧問： 蔡學富 

缺席委員： 吳華欽、賴偉康 

議程： 

 

(一) 會議記錄： 

 會員一致通過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記錄。 

  

(二) 校方報告 :  

2.1飯堂 : 下學期飯堂開始使用，飯菜份量加多減少按學生要求，減少廚餘，不

用即棄餐具，帶動環保，更可以協助學生提升自我管理能力。 

 

2.2本校同學在「九龍西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中表現非常出色，勇奪男子團體

全場總冠軍、男子甲組殿軍、男子乙組季軍、女子團體全場總季軍和女子甲組亞

軍。同學出色的表現，校方感謝老師悉心訓練與家長配合。 

 

2.3小一收生共有 100名學位。第一階段小一收生程序，11 月 26 日放榜，共收生

51 名。在本校就讀之兄姊，其小一入學之弟妹共 31 人為必收生。扣除 4 個學位

預留給留班生，第二階段收生名額剩餘 45 名。如本學年完結無留級生時，該 4

個預留學位便會撥給自行收生用。 



2.4 中一學位減派方案  

教育局早前推出中一減派位方案，本校中學部與深水埗區大部份中學一致，選擇

「211」方案。即於明年分別每班減 2人。現 5 年級學生升中一時每班再減 1人，

現 4 年級學生升中一時再每班減 1人。 

中一收生: 第一階段 30% ，第二階段約 60%給瑪小，10%收校外學生。比較

2011~2012瑪小共 148名學生升中一，2012~13 只有 142人學生升中一，共減少

6 人，而學位比例上共減 5 人(8 人的 60%=5人)，對瑪小學生升中一影響輕微。 

 

2.5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2012~2013 撥款 

本年度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2012~2013 撥款 共 HKD24,626: 

(1) 經常津貼 HKD4,626 

(2) 家校合作活動津貼兩部份合共 HKD10,000 

(3) 合辦家校合作活動津貼 HKD10,000 

總額 : HKD24,626 

  

(三) 主席報告 : 

3.1 午膳試食報告 

2012年 12 月 12 日家教會已安排家長及委員試食膳食供應商的午飯，也做了一份

問卷收集學生意見，了解膳食質素。 

問卷報告: 整體滿意，衛生投訴比較去年少。反映飯多少問題，茨汁多及清淡， 仍

有改善空間。已安排 2013年 1 月 15 日開會，向膳食供應商反映及跟進。 

 

3.2 小一家長座談會 

委員吳華欽報告小一家長座談會於 2012年 12 月 1 日，進展順利，出席家長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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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席家長委員則有

梁廣生、蔡學富、吳華欽、李麗儀、楊淑卿、譚建明、賴偉康、李敏珊。 

家長就校服供應商、功課量及八達通卡套三方面躍發表意見。 

3.2.1 學校網站意見 :  收集後，需確實為本校家長，之後，意見收集分流交科

老師或班主任跟進及回覆，或校長直接回覆。校長電郵地址 : 

mfshead@gmail.com 及 ngprincipal@gmail.com 

3.2.2 校服質量及設計、八達通套易爛、功課量、網上練習:  

家長對校服及運動服質量及缺貨問題提出意見。新校服供應商 3 年合約今年開

始，首批夏季校服 9 月發放後，校方亦密切留意新校商校服的設計與質量，校服

商正提供幾個修改設計及用料建議，改善質量。另家長委員建議加強溝通，先致



電了解貨源及預約提貨地點。建議校服商修短校章別針、也討論到功課量、網上

練習困難。交流給校方跟進。 

3.2.3 旅行天雨安排 : 校方申請場地策略: 以西貢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曹公

潭戶外康樂中心為主，因其場地室內場館比較多，天雨時較容易安排至室內場

地。校方選秋季旅行避開雨季。今年，三年級前往元朗公園旅行。下雨時，在安

排參觀室內展館後，因天雨情況轉差，為學生安全而提早回程，於學校禮堂活動。 

 

3.3 家長義工服務隊茶聚 

家長義工服務隊茶聚於 2012年 12 月 1 日舉行。 

家長對運動會、午膳供應及校服踴躍發表意見。藉此加強供應商與家長溝通，得

以收集家長意見及建議並轉告校方，日後跟進。 

 

3.4 聖誕聯歡會  

當天活動豐富，全校的老師、家長義工及學生近千人齊集禮堂進行聯歡會活動，

家教會由委員賴偉康扮演聖誕老人。聖誕老人抽獎、聖誕老人及委員會到班房派

糖。 

 

3.5社團登記： 

於警察牌照科申請家長教師會名稱更新程序完成，正在等候警察牌照科發出新社

團登記證書。(備註 : 主席梁廣生先生於 2013 年 1 月 14 日收到新社團登記證書。) 

(  

(四) 司庫報告 

截至 2012年 11 月 30 日現金户口結餘為港幣 HK$27,009.38 

截至 2012年 11 月 30 日往來户口結餘為港幣 HK$555,570.58 

主要用款: 

Smart ABC HKD15,000. 

親子旅行訂金付款: HKD5,000. 

關於户口簽名更改手續 

主席收到警察牌照科的確認信後，將進行户口更新手續。 (備註 : 2013 年 1 月

14 日收到警察牌照科的確認信，並進行户口更新手續。) 

 

(五) 討論事項 

5.1 親子旅行 

經表決後，委員一致通過 : 發達行安排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日) 親子



旅行、錦田樂園自助燒烤一日遊，每位收費$145。 

- 上午遊香港濕地公園 

- 下午於錦田鄉村俱樂部活動及午餐自助燒烤 

一車送 2 個工作人員 及 數份小禮物。 

另家教會提供禮物，每名學生一份。 

 

截至 2012年 12 月 19 日 

報名人數 : 576人   

已付款人數 : 541人 (共 HKD75,888) 

未付款人數 : 35人 

老師       : 15人 

需要旅遊巴士 : 10部 

 

執委李麗儀跟進旅行行程細節安排及委員分工安排。 

 
(六) 其他事項: 

6.1“電子學習計劃” 

校方獲政府邀請作先導學校，參與政府推行的 “電子學習計劃”  ，於二年級普通

話科試用。 政府會借出 16 部平板電腦給二年級學生使用。如果有損壞，由校方

負責。 

兩人用 1 部平板電腦效果不理想。如未能獲政府加批撥款多購置 16 部平板電腦，

校方建議考慮運用家長教師會特別撥款購置， 讓每個二年級學生於普通話科都

有 1 部平板電腦上課，加強學習效果。另外，日後如有需要，會考慮購買路由器、

無線網絡配件配合推行 “ 電子學習計劃”。 

 6.2 家教會辦公室添置文件櫃 

委員楊淑卿協助主席收集報價及將會在下次會議提交預算給校長及主席梁廣生

作購買行動。 

 

(七) 下次會議日期：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六）於會議室舉行 

散會時間 ：下午八時四十五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