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瑪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小學部)家長教師會 
MARYKNOLL FATHERS’ SCHOOL (PRIMARY SECTION)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Tel.: 2778 8290  Email address: mfspta@yahoo.com.hk) 

 

第十六屆(2013-2014)執行委員會 

第六次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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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敏、譚建明、王婉琪、蕭紫媺、蘇顯斌、

陳紹強、陳佩妍 

教師委員：吳偉文校長、關家衡副校長、黃洛琳、鄧漢榮、李佩恩、丘倩怡、葛瑞英 

 

議程： 

 

(一)  會議記錄： 

 會員一致通過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會議記錄。 

  

(二)  校方報告 : 

2.1 2014 年 5 月 12 日舉行第一屆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 ，共派發 616 張選票 ，

收回 603 張選票，投票率達 98 %，經過點票後，賴偉康先生以 246 票當選家長

校董，梁廣生先生以 199 票當選替代家長校董。 

 

2.2 2014 年 5 月 22、23 日，小六學生在西貢麥理浩夫人度假村進行了兩日一夜的

畢業宿營活動。感謝家教會資助是次營費 3619 元。 

 

2.3 感謝家教會主席擔任畢業禮主禮嘉賓，並感謝家長執委抽空出席，令典禮生

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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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校方於 5、6 月間先後接受親子王、星島日報及東周刊訪問，介紹本校特色及

收生準則。 

 

2.5 社工盧姑娘因身體抱恙，校方接納盧姑娘下學年停薪留職一年，在暑假前，

其工作由劉燕群姑娘暫代。校方已聘請新合約社工鄭舜娟姑娘在新學年接替盧姑

娘的工作。  

 

  

(三) 主席報告 : 

3.1 家教會在 5 月 14 日(星期三)進行了午膳評估。當日有兩位執委、兩位增補委

員、兩位顧問和八位義工家長，共 14 人出席。進行地點在飯堂和一至六年級各

班房。問卷設五個答案: 分別是極佳、滿意、可接受、不滿意和極不滿意。 當天

各人先在飯堂試飯, 覺得當天的白飯和烏冬的溫度不夠, 可以熱些; 白飯也偏

硬，可以軟些。亦有家長反映咖喱汁對於小朋友可能會太辣。我們已先把意見反

映予梁主任。整體上食物品質可接受。至於其他如衛生及清潔、員工表現、其他

服務質素及整體膳食服務大都是滿意的。 至於學生, 低年級整體滿意程度相對高

年級偏高。一點要留意的是大多五、六年級生不滿意員工工作態度, 希望飯商能

留意及加以改善。 

 

(四) 司庫報告 

截至2014年3月31日往來戶口結餘：HK$510,592.42 

截至2014年3月31日儲蓄戶口結餘：HK$34,609.78 

 

  

(五) 討論事項: 

5.1 家教會會訊 

 - 會訊已交排版, 會趕上暑假前派發。此屆會訊內容豐富, 各委員投稿準時。 

 

5.2 家長講座 

- 將於 6 月 28 日舉行, 梁 SIR 會代表老師負責統籌, JUSTIN 亦會到場打點。送給

講者的紀念品已預備好。 

 

5.3 暑期活動班  

- 將在 7 月 14 日至 7 月 30 日舉行。費用, 課室, 導師和導師合約已安排好。會安



排義工家長在 1D 休息室當值, 以及安排委員到場協助。 

 

5.4 校慶聚餐 

-第 57 週年校慶聚餐將在 9 月 25 日舉行。現會開始揀選場地, 並在暑假時決定好。

費用預算每人二百元, 圍數預算 20 圍。 

 

5.5 運動會 

- 已決定在 9 月 30 日於深水埗運動場舉行, 時間為早上 8 時至下午 1 時。由於運

動會需要大量義工家長(約需 100 位), Memory 會於開學後馬上招募義工家長。 

 

5.6 AGM 

- AGM 定於 11 月 8 日舉行, 時間為下午 2 時。 

 

5.7 家長義工招募  

-家長義工招募通告將在 9 月派發。會員費用會維持港幣 30 元。 

 

5.8 校園開放日 

- 暫定校園開放日會在 9 月 13 日舉行, 視乎小一收生日期。校方提議把校園開放

日的活動稍作更改, 把禮堂的學校介紹時間縮短, 取消操場的攤位遊戲, 家庭在

禮堂聽學校介紹時, 會安排家長姨姨在課室說故事以照顧小朋友。另考慮到家長

提議想多些參觀學校, 校方會多開放數個課室以供參觀。另會安排表演在有蓋操

場進行。高年級同學將會參與校園開放日的活動, 協助講解。 

 

(六) 其他事項: 

6.1 吃飯時間不足 

- 有小五同學反映吃飯時間不足, 同學在 12:45PM 下課; 12:50PM 洗手; 1:00 至

1:15PM 到飯堂吃飯; 1:20PM 要準備午間活動。校方回應此例子為個別例子, 遲下

課的情況並不經常發生, 有在飯堂當值的老師反映, 通常在 1:05PM, 只有少於 10

位同學在飯堂。亦有可能是四班同學都在同一時間在飯堂排隊取飯, 所花的時間

較長。 

 

6.2 法團校董家長校董選舉細則修正 

- 投票人資格將改為以家長為單位, 基本上父和母各有一個投票權, 合資格的監



護人須要個別提出才有投票權。 另選票需用大信封袋好, 封口並由主席和選舉主

席簽名, 保存最少六個月。因此在新一屆 AGM 時要修章, 項目為第八項「投票人

資格」。 

  

6.3 各展所長普通話班 

- 由於參加人數持續減少, 建議下學年開始取消各展所長普通話班。可考慮開辦

其他課程。 

 

6.4 暑期活動班的參加人數 

- 對於某些暑期班的參加人數偏少, 如導師同意開班, 校方仍希望家教會可以以

培訓形式繼續開班, 家教會同意此提議。 

 

6.5 校車會議 

- 校方和家教會分別在 10 月和 1 月有跟校車公司開會, 討論服務問題及反映意

見。會議後整體上服務有所改善。校車公司在 5 月曾發信給校方, 提議提早解約, 

主要原因是經營困難。由於校車公司跟校方簽的合約為「死約」, 校方已拒絕提

早解約。同時新一學年的校車通告已出, 車費亦維持不變。校方會在 2015 年年初

開始招標, 如校車公司決定在合約完結後不繼續提供服務, 屆時可考慮分拆校車

路線, 由數間校車公司提供服務。 

 

6.6 小六校服回收 

- 有委員提議在 7 月 8 日放榜當天開始收集舊校服, 校方同意此提議, 並會把收

集到的校服放在 PTA 房內。 

 

6.7 家長投訴 

- 有小六學生因生病入院, 缺席了英文科之 CLASS READER 考試。導致成績表

上沒有顯示該科分數及班名次。該家長要求學校在成績表上寫上缺考原因, 但由

於校方所用的成績表系統乃教育局提供, 只能顯示 ABS, 也沒有地方可以填上缺

席原因。校方認為手寫在成績表上亦不合適。該家長也提議校方用信件證明學生

因病缺考並蓋印, 好讓叩門時交給心儀學校以作申請, 校方回應可以考慮。主席

會再聯絡該家長商議。 

 

 

  



(六) 下次會議日期： 

2014 年 9 月 5 日(星期五) 晚上 7 時 會議室 

  

(七) 散會時間 ：下午 9 時 03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