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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第十一屆(2019-2021 年度)家長教師會 

第七次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 

 

日期：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六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十時正 

地點：ZOOM 線上進行(登入碼:548 543 2385 密碼:24461188) 

主席：陳婉清女士 

記錄：黃佩賢老師 

出席：陳婉清女士、王在洹女士、黃婉婷女士、 

陳潤玲女士、羅佩賢女士 

       鄭月嫦副校長、江秀敏主任、黃佩賢老師、黎潔婷署任主任、 

張盛誠老師、謝諄諾老師、陳麗儀老師、郭敏鳳主任、 

       李海露姑娘、鍾麗玲姑娘 

列席：盧震河校長 

請假：劉瑜琳女士、趙珊杉女士 

 

一、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二、 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三、 報告及討論事項  

 3.1 「PTA 親子同樂日」檢討 

3.2 「親子攻防箭」檢討 

3.3  第三學段跨境學生在家評估及五年級呈分試檢討 

3.4  下學年上課時間表事宜 

3.5  敬師活動檢討 

3.6 圖書館逾期還書跟進安排 

3.7 學校使用電子繳費及考勤系統計劃跟進 

3.8 21-22 年度學校開放日事宜 

3.9 教師凍結職位事宜 

3.10 招收新學年會員及跟進商舖提供會員優惠的事宜 

3.11 籌劃第十二屆(2021-2023 年度)家長教師會選舉事宜 

3.12 申請家校合作津貼事宜(2021-2022 年度家長活動) 

3.13 財政報告  

四、 其他事項 

五、 下次開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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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第十一屆(2019-2021 年度)家長教師會 

第七次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 

 

 

日期：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六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十時正 

地點：ZOOM 線上進行(登入碼:548 543 2385 密碼:24461188) 

主席：陳婉清女士 

記錄：黃佩賢老師 

出席：陳婉清女士、王在洹女士、黃婉婷女士、陳潤玲女士、羅佩賢女士、 

       鄭月嫦副校長、江秀敏主任、黃佩賢老師、黎潔婷署任主任、 

張盛誠老師、謝諄諾老師、陳麗儀老師、郭敏鳳主任、李海露姑娘、 

       鍾麗玲姑娘 

列席：盧震河校長 

請假：劉瑜琳女士、趙珊杉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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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A 親子同樂日」檢討 

同樂日於 6 月 29 日以一場實體和三場線上的形式分上下午進行，報

名參加人數為實體 25 對和線上 84 對親子，當日實際的參加人數為

20 對和線上 39 對親子，共 59 對。家長和同學都十分投入活動，尤

其是遊戲(二)的心靈感應，不少家長表示能透過遊戲增進親子關

係，加深彼此的了解和認識。在最後的抽獎環節，禮品豐富，參加

者都能滿載而歸。 

社工姑娘認為實體氣氛很好，遊戲(二)的心靈感應令親子間充滿歡

樂，也讓親子能互相擁抱，氣氛温暖和諧。鄭副校認為線上遊戲窩

心，抽獎環節獎品豐富，整體氣氛開心、愉快，是次活動十分成功。

黎主任認為線上遊戲時，小朋友都投入活動，盡用方法與家長溝通，

活動能令親子融洽相處，彼此表達心聲。鄭副校表示，日後的家教

會活動可參考以上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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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親子攻防箭」檢討 

於 2021 年 5 月 29 日(星期六)舉行親子攻防箭，由基督教粉嶺神召

會具經驗的導師帶領，用運動形式完成任務，鼓勵親子正向溝通，

增進彼此了解，讓家庭增加和諧感，同時滲入正向的元素。活動

共有 17 對親子出席，根據問卷結果，100%家長同意或非常同意活

動能培養親子實踐正向溝通和合作。活動受家長歡迎，家長也希

望再辦同類的親子活動。 

       

   3.3 第三學段跨境學生在家評估及五年級呈分試檢討 

由於疫情關係，8/6/2021-11/6/2021 一年級第二次考試、二至六年級

第三次考試安排如下： 

 一至三、六年級本地生在校考試，跨境生以在家評估形式進

行(10/6、11/6、15/6、16/6)，老師透過網絡主持及監察評估，

學生須於考試前，備妥配有鏡頭的流動裝置來參與網上評

估，以便監考老師監察整個評估過程。試卷及答題紙於透過

E-class 及 Wechat 發送予家長，以便在評估時段內使用。學生

只須把答案書寫於答題紙上，把答題紙經 Edmodo 或 Wechat

提交予老師批改。所有考卷及評估均由教師批改，考核重點

相同，在校參與考試的學生會獲發成績表，而進行在家評估

的學生則會獲發參考成績單，以讓學生及家長檢視本學段的

學習表現。 

 四、五年級本地生在校考試，跨境生(四年級：40 人、五年級：

46 人)以異地同考形式進行。與「深圳優加文化傳播有限公

司」合作，於內地安排專用場地，與校內考試的程序及方式

相同。考試當天，全程透過網上平台直播考試過程，鄭月嫦

副校長、吳婉萍署理主任、黎潔婷署理主任負責監察，一切

順利完成。 

 有關來年跨境生考試安排，學校考慮到部份家長對在家評估

的憂慮，而考試程序和安排上已累積經驗，計劃下年度所有

跨境學生參與異地同考、不設網上評估，而第一次考試日期

為 15/11/2021-18/11/2021(暫定 )，  P.6 報分試每天需時

8:30-12:00 (3.5 小時)，P.2-5 每天需時 8:30-10:00(1.5 小時)。

跨境學生人數(參考)： 

 

年級 二 三 四 五 六 約共 

跨境學生人數 3 5 31 43 48 1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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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考試費用方面，包括場地及場內設施租用費，考試監考

人員費，處理試前試後行政費（包括試卷掃瞄），學生及考試

場地所需用消毒物品及文具費用及服務統籌費等。除報分

試，建議學生需繳交部份考試費用，有關協助辦理異地同考

的機構、場地、稍後通知各位。 

 校長補充 6 月 16 日，一名六年級家長日前透過信件及電郵聯

絡盧校長，投訴六年級第三學段跨境學生評估安排。家長關

注學校於本地生考試當天向跨境生發放同一份試卷，跨境生

其後於五天後（當中包括星期六、日及一天公眾假期）進行

評估。家長表示跨境生有充裕時間準備，並會獲發參考成績

單，擔心對本地進行考試的學生不公平，影響日後叩門及升

中分班。 

 盧校長於 6 月 17 日透過電郵及信件答覆家長，並在 6 月 23

日解答家長的進一步查詢，家長最終明白及滿意學校的答

覆。以上跨境生進行評估方案是由家教會及校方商議得出，

由於期間有公眾假期，以致跨境生收到試卷及進行評估時間

相隔五天。學校會在本地生及跨境生的成績單上顯示其考試

／評估方式的分別。日後學校將考慮全校學生均進行異地同

考，由學生自費。 

 家長委員認為如要收取考試費用，可先進行調查，看看家長

的意願。校方認為意見很好，可安排在新學年時進行調查，

諮詢全校家長意見，屆時有不同的方案供選擇。暑假期間，

學校會準備相關的調查資料，同時也會預先訂異地同考場地。 

           

3.4  下學年上課時間表事宜 

自上學年中至今，因應疫情，學校均以半天上學，每周上課時間表

包括主科 5 節、常識 4 節及各術科及成長/圖書課各 1 節，雖然上

課時間為 45 分鐘，但如遇上該周中一天假期，術科全同少了 1 節，

較影響進度。 

因此，學校將決定於來年半天上學均以全日制為基礎，只縮短每

節上課時間，延後放學時間至 12 時 45 分(見附件一)，時間表將以

教育局各科科時比例編配，讓課程符合學生學習需要。屆時，相

關器材會作出配合，以班為單位作用戶登入。家長委員認為如能

以同一用戶登入，節省了帳戶進出的時間，贊成來年使用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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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敬師活動檢討 

             敬師活動於 4 月 30 日(二)順利舉行，透過活動宣揚「敬師愛生」

的精神，以弘揚師道，讓師生建立彼此互信互愛的教學環境。家

長委員代表在禮堂致送由乾花製作而成的精美敬師卡及敬師禮物

(心意小卡和喉糖)，以感謝老師對同學的悉心教導。學校感謝家

委代表陳潤鈴女士、黃婉婷女士和羅佩賢女士出席，全體老師亦

衷心感謝各位家委。敬師日活動錄影後於 5 月 10 日(一)成長課播

放給一至六年級學生，讓學生透過活動明白感恩。陳麗儀老師想

再次感謝家委的付出，對於家長委員做事細心，辦事效率高，表

示十分讚賞。 

 

3.6  圖書館逾期還書跟進安排 

圖書館主任黃佩賢老師表示全體老師於 5 月 5 日周三會議上商討

了有關圖書館逾期還書的安排。由於學生逾期還書涉及許多複雜

的因素，例如初小學生自理能力較弱，在校內借了圖書時家長也

不知情，家長未能協助學生跟進還書；又如高小學生把圖書放在

儲物櫃中，未能在短時間內找回，而家長也未能作出協助等情況，

因此以罰款形式作逾期還書安排不太合適。有鑑於此，圖書館於

起將取消以罰款形式作為逾期還書的安排，會改以其他措施作出

處理，例如給予學生兩星期找回圖書，若仍沒找回圖書，先作遺

失圖書處理，家長簽署聲名，在學年結束清點圖書日期時仍未能

找回才賠償有關圖書。 

家長委員一致同意上述安排。 

 

3.7  學校使用電子繳費及考勤系統計劃跟進 

          學校已於購置 eClass 的相關模組。學生於 6 月 29 日起入校使用了

拍卡點名系統，家長可以透過 eClass 即時知悉學生回校時間。家

長委員認為學生帶證回校進行拍卡點名，讓學生多了一份責任感。 

下學年學期初，學校會擬及有關電子繳費系統使用通告予家長，

讓家長可以透過 Alipay hk 及 Alipay cn 繳付學校費用。由於學期

末沒有繳費項目，來年開學時會教家長如何開戶及繳付方法。 

 

3.8  21-22 年度學校開放日事宜 

為營造愉快閱讀的學習環境，本校成功向九龍巴士 (1933) 有限公

司申請「退役巴士計劃」。退役巴士已正式成為我校的一份子，並

名為「東海閱讀快車」(LTH Reading Express)。為誌其盛，學校將

謹訂於 2021 年 9 月 9 日舉辦「2021 開放日暨東海閱讀快車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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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配合開放日，學校早前已分別舉辦了幼稚園的「親子創意填

色」及「網上問答比賽」；校內有「標語及親子徽章設計比賽」，

各項比賽參加人數踴躍，作品表現優秀。 

至於，「東海閱讀快車啟用禮」將於 9 月 9 日舉行，開放日則將於

9 月 10 及 11 日兩天進行，下學年開學日將派發有關通告。校長補

充啟動禮的主禮嘉賓是羅乃萱女士，是現任家庭發展基金總幹

事，曾獲頒授銅紫荊星章，是一位資深親子及家庭教育工作者。 

有關上述資訊，鼓勵家長委員及請家長多瀏覽本校網頁及

Facebook，亦歡迎家長們介紹親友於開放日到訪，歡度一天。 

另外，希望邀請家教會家長於開放日主持其中一個攤位，惟要待

8 月下旬了解疫情發展，再作決定。 

        

3.9  教師凍結職位事宜 

 學校已就 20-21 年度離職老師完成招聘，來年會有新老師加入團

隊。由於暑假期間沒有本會會期，期間若有常額老離職，為配合

校情及加快聘請程序，本校會將有關職位凍結以換取代課金，並

盡快聘請相關科目的合約老師。 

 家長委員同意上述的決定。 

 

3.10 招收新學年會員及跟進商舖提供會員優惠的事宜 

各學生家長會自動成為會員，會費 30 元。李海露姑娘、鍾麗玲姑

娘、黃婉婷女士及陳潤玲女士會邀請商舖提供新學年會員優惠。 

 

3.11 籌劃第十二屆(2021-2023 年度)家長教師會選舉事宜 

下學年須進行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選舉，主席呼籲與會

者參與，並預早物色人選。暫定於 10 月 22 日舉行，惟由於疫情

發展情況未明，有關安排及程序須待 9 月初新學年再作詳細商討

及安排。 

 

3.12 申請家校合作津貼事宜(2021-2022 年度家長活動) 

             除了申請經常津貼外，與會者同意申請兩項活動津貼合共兩萬

元，以資助旅行日及親子活動。 

 

3.13 財政報告  

江主任報告本會財務狀況，財政報告見附件二，與會者一致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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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事項 

    沒有其他事項 

 

        
五、 下次開會日期 

暫定為 2021 年 9 月 17 日(星期五) 

散會時間：上午十一時二十八分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半天上課/ZOOM 

上午 8:15 

-上午 8:35 
課前集會 8:00-8:15 

上午 8:35 

-上午 9:10 

          
8:15-8:45 

上午 9:10 

-上午 9:45 

          
8:45-9:15 

上午 9:45 

-上午 10:20 

          
9:15-9:45 

上午 10:20 

-上午 10:50 
小息 9:45-10:00 

上午 10:50 

-上午 11:25 

          
10:00-10:30 

上午 11:25 

-下午 12:00 

          
10:30-11:00 

下午 12:00 

-下午 12:35 

          
11:00-11:30 

下午 12:35 

-下午 1:35 
小息 11:30-11:45 

下午 1:35 

-下午 2:10 

          
11:45-12:15 

下午 2:10 

-下午 2:45 

          
12:15-12:45 

下午 2:45 

-下午 3:30 

班務 
放學 

 

附件一



結存 收入 支出 Bal.(盈/虧)

(28.2.2021) 摘要 (1.3.2021-30.6.2021) (1.3.2021-30.6.2021) (截止 30.6.2021)

35,770.82 一 教育局津貼

活動摺檯一張 2,550.00

35,770.82 小計 0.00 2,550.00 33,220.82

40,000.00 二 家校合作活動津貼

親子粉彩畫工作坊 4,480.00

40,000.00 0.00 4,480.00 35,520.00

70,746.89 三 家長教師會收費

家長敬師活動(潤喉糖) 351.00

70,746.89 小計 0.00 351.00 70,395.89

146,517.71 總計 0.00 7,381.00 139,136.71

註: 2019/2020學年家校合作活動津貼$20,000日後需退回教育局。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江秀敏主任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家長教師會

2020-2021年度會議財務報告

日期 :16/7/2021(星期五)

陳婉清  女士

           司庫 主席

附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