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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2013-2014)執行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六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七時正 

地點：會議室 

主席：吳華欽 

記錄：蕭紫媺 

出席者： 

家長委員： 吳華欽、李敏珊、賴偉康、譚建明、蕭紫媺、陳佩妍、王婉琪、蘇顯斌、

陳紹強、李慧敏 

教師委員： 關家衡副校長、黃洛琳、葛瑞英、鄧漢榮、李佩恩 

特別顧問： 李麗儀 

缺席委員：吳偉文校長、丘倩怡 

議程： 

 

(一)  會議記錄： 

 會員一致通過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記錄。 

  

(二)  校方報告 : 

2.1 本校初級組合唱圑獲香港腦科基金邀請, 於 2013 年 10 月 27 日在北角新光戲

院參加「腦友同心匯」慈善演出, 演唱英語粵曲小調: Bye Bye Swallows. 

 

2.2 本校參加了兒童脊骨基金主辦的「護脊校園認證計劃」, 有關認證程序已於

11 月 14 日通過基金會訪校查核有關計劃及推行程序, 正式成為「護脊認證校園」。 

 

2.3 本年度首次「家長學堂」在 2013 年 11 月 16 日舉行。講座主題包括: 「兒童

及青少年的焦慮問題」(由醫管局心理學家主講)、「你的孩子是資優兒嗎? --- 資優

兒的鑑別與培養」(由小童群益會社工主講)。 



2.4 為慶祝校董江天文神父晉鐸 60 週年, 校友會於 2013 年 11 月 30 日在中學部禮

堂舉行江天文神父晉鐸 60 週年聯歡午宴。是日午宴逾 130 人出席, 其中 10 名小

學教友學生更獲校友顧國偉醫生慷慨贊助午宴費用。 

 

2.5 校董會議決事項: 

2011-12 年度第二次校董會議曾議決每隔三年舉行一次捐款活動, 對象為本校學

生家長, 捐款屬自願性質。有關捐款用以增聘額外人手或開辦活動班, 目的在豐

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原則上捐款活動將在 2013 至 2014 學年舉行。基於目前學校

財政儲備充裕, 且無特別需要, 校董會遂通過本學年不舉辦捐款活動。並將原先

每隔三年舉行一次捐款活動之安排, 改為日後有特定需要時, 才舉行捐款活動。 

 

2.6 校方將於 2014 年 1 月 4 日(星期六)上午舉行升讀小一家長講座, 對象為幼稚

園學生家長。 

 

2.7 溫馨提示: 家教會委員使用家教會辦公室時, 請通知校務處, 由校務處職員

開門, 離開時請通知校務處鎖門。一般學生嚴禁進入家教會辦公室, 家教會委員

之子女也必須在家教會委員陪同下才可進入, 以策安全。  

  

(三) 主席報告 : 

3.1 校慶聚餐報告 

2013 年校慶聚餐已在 9 月 25 日舉行。此聚餐由中學部負責, 出席人數有 181 人, 當

中包括中、小學部校長、老師和學生, 還有嘉賓校監, 校董和幾位退休老師。費

用由中、小學部家長教師會贊助, 收入 ($34,800)扣去支出 ($34,920.10)後, 結欠

$120.10, 由中、小學部家長教師會各支付$60.05。明年校慶聚餐將由小學部負責, 

日期為 2014 年 9 月 25 日。 

 

3.2 AGM 家長教師會週年大會 

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週年大會已在 11 月 2 日順利舉行。當日收到 163 張選票, 有

154 張有效。候選人共有 12 位, 當中 4 位為上屆委員, 8 位為新參選委員。當天氣

氛良好和熱烈。食物供應為本校午膳供應商, 食物充足豐富, 感覺良好。 

 

3.3 運動會報告 

第四十屆運動會於 2013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三)在深水埗運動場順利舉行，當天的

義工家長人數多達 110 人。一年級、二年級學生的遊戲活動，多得家長義工協助，

學生玩得不亦樂乎。還有親子競投比賽，氣氛熱烈及高興。 



 

(四) 司庫報告 

截至 2013 年 10 月 31 日現金户口結餘為港幣 HK$34,609.63 

截至 2013 年 10 月 31 日往來户口結餘為港幣 HK$58,0427.37 

預算本年會出現赤字 HK$2,289.00 

2013-14 年度家教會財政預算(附表一) 

 

  

(五) 討論事項: 

5.1 小一家長茶聚和家長義工茶聚 

小一家長茶聚將於 12 月 7 日舉行。有 63 位家長已報名出席, 校方由李佩恩老師

負責, 家教會為譚建明(JUSTIN)負責部份, 家長委員亦會出席。家長委員亦會詢問

出席的家長有沒有興趣做家長義工。當天會同時進行小六升中講座。小一家長茶

聚後會舉行家長義工茶聚, 由家長委員王婉琪(MEMORY)負責, 已有 25 位家長義

工報名出席, 當中 10 位為小一家長, 其他為二至六年級家長。 

 

5.2 聖誕聯歡會  

由家長委員蘇顯斌(PETER)負責扮演聖誕老人。家長教師會會提供小禮物抽獎。

由家長委員 LOUIS, MEMORY, PETER 和 YVONNE 以及顧問委員 WENDY 負責購

買小禮品。12 月 20 日聖誕派糖將有家長委員協助。 

 

5.3 親子旅行 

親子旅行時間定為 2014 年 2 月 23 日。委員陳佩妍(SHERMIN)已聯絡幾間旅行社

提供適當路線給各委員考慮, 初步決定為大棠荔枝山莊, 午膳會選擇盆菜。

SHERMIN 會再跟各旅行社格價, 才決定選擇與哪一間旅行社合作。 

 

5.4 對增補委員的要求 

增補委員需得到有效選票的 20%或以上, 才可成為增補委員。另外增補委員需要

出席至少三至五次會議。這些要求會列入備忘中。 

 

5.5 家教會活動 

2013-14 年度家教會活動如下: 

� 2013-12-07 小一家長講座及茶聚(Justin)/家長義工服務隊茶聚 

(Memory) 



� 2014-xx-xx 第一次講座 (Justin) 

� 2014-02-15 新春團拜 (Yvonne) 

� 2014-02-23 親子旅行 (Shermin) 

� 2014-05-02 敬師日(Memory) 

� 2014-xx-xx 第二次講座 (Justin) 

� 2014-06-25 會訊印妥及準備派發 (Justin) 

� 2014-07-04 小六畢業茶聚 (Louis) 

� 2014-07-11 暑期興趣班開始 (Meimei) 

� 2014-09-25 校慶聚餐 (Yvonne) 

� 2014-11-xx 家長教師會週年大會（AGM） 

    註：  講座次數會按時間許可及需要而定。 

          6 月 25 日會訊印妥只是預期日子。 

  

(六) 其他事項: 

6.1 所有家教會通告如要校方印刷, 會用油印方式印刷。 

 

6.2 2014 年 2 月 20 日將要舉行跨學科全校性活動, 屆時需要家長義工約二十人。

校方會在 1 月定下項目再聯絡家教會委員。 

 

6.3 社團註冊處確定社團註冊只需三名幹事, 為方便日後更新幹事資料, 家教會

決定只用主席, 副主席, 司庫和秘書為註冊幹事。MEIMEI 會跟進有關文件。 

  

(七) 下次會議日期： 

2014 年 2 月 15 日(星期六)下午於會議室舉行, 同日進行新春團拜。 

  

(八) 散會時間 ：下午八時三十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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