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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第十屆(2017-2019 年度)家長教師會 

第八次常務委員會會議簽閱紀錄表 

 

日期：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四時正 

地點：本校 101 室 

主席：陳婉清女士 

文書：張  琳女士、李嘉敏老師 

 出席：陳婉清女士、馮凱欣女士、張 琳女士、王在洹女士、劉鳳英女士、 

阮春紅女士、鄭月嫦副校長、林美琴署任主任、李海露姑娘、 

袁雅茵老師、馬渝茵老師、吳婉萍署任主任、郭敏鳳主任、 

陳繼富先生 

缺席：蘇美雪老師(產假)  

列席：曾玉蓮署理校長、冼婉紅顧問 

 

簽閱紀錄： 

主席 

陳婉清女士 

 

 

 

副主席 

馮凱欣女士 

副主席 

鄭月嫦副校長 

文書 1 

張琳女士 

 

文書 2 

李嘉敏老師 

司庫 1 

林美琴 

署任主任 

 

 

 

康樂 1 

王在洹女士 

康樂 2 

劉鳳英女士 

康樂 3 

蘇美雪老師 

康樂 4 

袁雅茵老師 

總務 1 

阮春紅女士 

 

總務 2 

馬渝茵老師 

 

 

 

聯絡 2 

吳婉萍 

署任主任 

增選委員 

郭敏鳳主任 

增選委員 

陳繼富先生 

 

增選委員 

李海露姑娘 

顧問 

曾玉蓮 

署理校長 

 

 

 

顧問 

冼婉紅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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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第十屆(2017-2019 年度)家長教師會 

第八次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 

 

日期：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四時正 

地點：本校 101 室 

主席：陳婉清女士 

文書：張  琳女士、李嘉敏老師 

 出席：陳婉清女士、馮凱欣女士、張 琳女士、王在洹女士、劉鳳英女士、 

阮春紅女士、鄭月嫦副校長、林美琴署任主任、李海露姑娘、 

袁雅茵老師、馬渝茵老師、吳婉萍署任主任、郭敏鳳主任、 

陳繼富先生 

缺席：蘇美雪老師(產假)  

列席：曾玉蓮署理校長、冼婉紅顧問 
 

(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全體一致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全體一致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三)     報告及討論事項 

    

3.1 新學年教師委員介紹 

3.2 家長委員更改事宜 

3.3 有關更新幹事名單以辦理社團登記事宜 

3.4 招收 19-20 學年會員及製作會員證事宜 

3.5 有關招募家長義工事宜 

3.6 有關學校新學年措施事宜 

3.7 有關「親子茶聚」事宜 

3.8 有關特定用途收費事宜 

3.9 「舊校服回收及轉贈計劃」事宜 

3.10 籌劃第十一屆(2019-2021 年度)家長教師會選舉事宜 

3.11 籌劃 2020-2022 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事宜 

3.12 有關 2019-2020 年度家教會活動安排 

3.13 有關申請家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3.14 有關本校選書程序事宜 

3.15 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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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新學年教師委員介紹 
本學年，有六位新任教師委員，各委員互選後，職責如下：副主

席，鄭月嫦副校長；司庫，林美琴署任主任；文書，李嘉敏老師；

康樂，蘇美雪老師及袁雅茵老師；總務，馬渝茵老師；聯絡，吳

婉萍署任主任。 

 

 

3.2   家長委員更改事宜 

家長委員司庫方秋紅女士因為搬遷，其女兒 5C 唐婉心已於上

學年退學。本應職位應由後補委員出任，惟第十一屆家長委員

選舉將於 10 月舉行。且上學年家長委員蔡瑞倪女士因家事搬

回內地生活，學生退學後，本會邀請後補委員劉健佳先生出

任，他表示因工作繁忙而婉拒出任替代家長委員一職，故與會

者同意方秋紅女士的司庫一職亦懸空。 

 

 

3.3    有關更新幹事名單以辦理社團登記事宜 

請各位新委員盡快把身份證副本及填妥的表格交李海露姑娘更

新幹事名單辦理社團登記，各委員交出的副本會註明「只作社團

登記之用」。 

 

 

3.4  招收 19-20 學年會員及製作會員證事宜 

社工陳繼富先生報告，截至會議當日，有 448 個小一至小五家

庭及 16 個小六家庭已登記成為會員。稍後派發會員證時，會一

併發出一張雪糕連鎖店優惠卡。除雪糕連鎖店外，本屆會員亦

獲得多間商戶優惠。教師會員證由陳繼富先生跟進。 

 

3.5  有關招募家長義工事宜 

李海露姑娘報告到目前為止，已有約 134 人報名加入家長義工

隊，當中有 57 人願意擔任午膳姨姨工作，9 月 23 日將舉行午

膳工作之簡介會，9 月 26 日開始新年度陪膳工作。鄭月嫦副主

席呼籲家長可在全學年任何時段積極參與各項家長義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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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有關學校新學年措施事宜 

   曾玉蓮署理校長仍會繼續出任校長一職。曾校長指出 2019-20

學年乃學校周年計劃內之第二個周期，為配合學校三個關注事項， 

     學校已重點推行了一系列的措施，內容如下: 

- 優化校內設施，為師生提供更優質的學與教環境，包括裝修教員

室、常識室、語言室及電腦室、加建 5 樓特別室及輔導室及重置圖

書館。 

- 透過支援計劃，以提升教師專業能力及教學效能：數學科校本支援

計劃、中文科內地老師交流計劃、英文科 Grant Scheme on Promoting 

Effectiv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s (PEEGS)等。 

- 優化課堂策略，強化學生運用高階思維的學習策略，提升學生分析

的能力。 

- 藉廣泛閱讀及資訊科技的應用，發展學生綜合及應用的能力，並激

發學生的創造力。 

- 持續優化多樣性評估，以展現學生不同能力，促進教學效能。 

- 透過校本活動，提升學生的個人素養，以盡責的態度面對成長的挑

戰，培養學生成為世界公民。 

- 透過「自強行動」，提升學生的責任感及承擔精神，以堅毅態度完

成任務。 

- 推展和諧關愛校園氛圍，由自身做起學會尊重，珍惜地球資源。 

 

 

3.7    有關「親子茶聚」事宜 

本年度各級的親子茶聚於 9 月 17 日展開，報名人數如下：一年

級:45 人；二年級:80 人；三年級:72 人；四年級:70 人﹔五年

級:77 人﹔六年級:138 人，實際出席人數會稍後報告。是項活動

將會由家教會資助購買飲品及小食。鄭月嫦副主席多謝家長委

員及義工的協助。  

 

3.8  有關特定用途收費事宜 

為配合學校課程發展及改善學習環境，教育局核准學校每年收取

作「特定用途」的認可收費，每名學生每學年上限 310 元。學校

可運用這筆收入支付舉辦學生活動支出、進行參觀、編印學習材

料及聘用活動導師等。由於教育局已資助學校的冷氣費，故

2018/19 學年的特定用途費用主要支出在購買學習平台和軟件、

常識外訪日和戶外學習日的租車費用、STEM 全方位學習周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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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入場費和租車費用等。上學年特定用途收費財務報告會附

載於學校周年報告內，有關報告稍後亦會上載至學校網站，供各

界人士可自行在校網查閱。 

而 2019/20 學年特定用途收費預算開支包括：購買學習平台及綜

合平台，如 NEARPOD 供教師及學生作學與教之用、購置 STEM

教材套以配合常識科專題研習作教學設計和學習之用、印製校本

作業、購買學生個人意外保險及津貼學生戶外學習日及外訪日車

貴，(詳見附件一)。與會者一致通過本學期預算安排。 

 

3.9    「舊校服回收及轉贈計劃」事宜 

 9 月 23 日至 9 月 27 日將舉行舊校服回收，9 月 27 日家長義工

會將舊校服整理分類，並於當日於小息及午息派發校服。社工陳

繼富先生稍後會擬發通告提示家長有關安排。 

 

3.10 籌劃第十一屆(2019-2021 年度)家長教師會選舉事宜 

第十一屆(2019-2021 年度)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選舉及就職典禮

將於 10 月 18 日(星期五)舉行。鄭月嫦副校長將負責統籌整個選

舉流程及工作安排(詳見附件二)。有關選舉屆時會邀請蔡淑萍副

校長擔任選舉主任。陳繼富先生表示截至 9 月 20 日止，有意報

名參選的家長共 22 人，來自高年級和低年級的人數各佔一半。 

除邀請各委員協助當天的接待工作外，亦邀請兩位委員出任當

天的司儀工作(家長及教師委員各一人)，人選待定。10 月 18 日

(星期五)就職典禮前會安排家長參加「3 大正向元素提升孩子學

習力」家長講座，由李姑娘負責聯絡工作。 

茶聚安排方面，陳繼富先生表示由於物價上漲的緣故，茶聚的收

費將作出調整，家教會將會提高每個家庭的資助金額，每個家庭

只准一位家長報名，而每個家庭將獲額外資助$10，與會者一致同

意。 

 

3.11 籌劃 2020-2022 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事宜 

2020-2022 年度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將於下學期進

行，鄭副校長表示有關選舉亦會邀請蔡淑萍副校長擔任選舉主

任。有關家長校董選舉的時間表及安排並無異議(詳見附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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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有關 2019-2020 年度家教會活動安排 

李姑娘建議活動以表達藝術手法為介入。主席陳婉清女士建議沿

用去年親子盆栽種植為主題，與會者均表示同意。另由於去年此

活動反應熱烈，故主席建議在通告內增列「未參加過該項活動的

家庭將獲優先處理」，預計活動名額為 30 對家長和子女。活動

詳情稍後再作討論。 

 

3.13 有關申請家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社工陳繼富先生稱已完成向「家校合作事務委員會」申請撥款

的初步手續。由於今年資助形式有所修訂，委員會只能一筆過

撥款，故陳社工會申請預留該撥款用作資助親子旅行，原因是

親子旅行的受眾活動人數較多。另學校也申請了經常津貼以支

持家教會日常運作，批核結果將於 12 月內公佈。 

 

3.14 有關本校選書程序事宜 

因應社會的發展，教育局課程有以下科目經早年諮詢後，作出修

訂，以加入以下學習元素：高階思維、自主學習能力、STEM 及

應用資訊科技教學等，故本校的數學科、常識科及普通話科將按

照教育局建議，於本學年開展選書程序。有關安排已於上學年學

期完結前及本學期初各科科會內經科組老師全體同意。 

各科由科任組成委員會，並為確保選書的過程公開、公平、公正

及具透明度，故本校課程組已按教育局指引製訂選書及更換課

本程序(見附件四)，並已印發予有關老師細閱。 

為了讓家長也對學校的選書程序有所認識，曾署理校長會稍後

向家長講解選書事宜。 

 

3.15 財政報告 

林美琴署任主任作財政報告(見附件五)，與會者一致通過。  

  

(四) 其他事項 

 

4.1   學生午餐份量不足事宜 

不少家長向主席陳婉清女士表示學生餐份量不足，故學校已收集有關學

生  名單，先交由班主任跟進，同時午膳負責老師郭靄怡老師亦已多次

作全校宣佈指出同學若覺得午膳未夠飽腹，可以向飯商索取添飯。鄭副

校長亦請家長委員幫忙向其他家長發放相關跟進事宜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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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家教會橫額製作事宜 

  與會者一致通過製作一幅新的家教會橫額，相關製作將由社工陳繼富先生 

  跟進。 

 

 

(五) 下次開會日期 
2019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 

 

散會時間： 下午 5 時 15 分 

                                             

 

主席簽署：_________________ 

                                                        陳婉清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