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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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次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 

 

日期：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二時正 

地點： Zoom (ID:5485432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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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珊杉女士、黃婉婷女士、 

劉瑜琳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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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露姑娘、鍾麗玲姑娘 

缺席：郭敏鳳主任 

列席：盧震河校長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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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修訂家長教師會會章事宜 

學校於 10 月下旬向教育局校本管理組提交 2020-22 年度法團校董會

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的選舉文件時，獲該局回覆家長教師會會

章及家長校董選舉機制應有所修訂。 

家長教師會會章修訂： 

原有會章 

第七部份 

會員 

第 1 點：會員資格 

I. 家長會員 

a. 凡在本校就讀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而有繳交會費者 

b. 畢業生家長或監護人而有繳交會費者 

II. 教師會員 

本校全職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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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會章 

第七部份 

會員 

第 1 點：會員資格 

I.  家長會員：正在本校就讀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而有繳交會費者 

II.  教師會員：本校現職全職教師 

III. 名譽會員：本校畢業生家長或監護人而有繳交會費者   

家長校董選舉機制修訂： 

原有機制 

1.  候選人資格： 凡現就讀本校學生的家長或監護人，又願意以伙伴關係參

與管理學校，並遵守法團校董會選舉規則及道德操守者都

可成為候選人。 

4. 

 

提名參選及

選舉程序： 
選舉主任在選舉工作結束後，致函所有家長，公布選舉結

果，而家教會須向法團校董會提名獲選的家長，出任本校

的家長校董。 

註①  
下列情況，有關家長便沒有資格成為候選人 

 候選人為本校在職教職員 

 候選人在法團校董會內同時出任多於一個界別的校董 

建議修訂機制 

1.  候選人資格： 凡現就讀本校學生的家長，又願意以伙伴關係參與管理學

校，並遵守法團校董會選舉規則及道德操守者都可成為候

選人。 

4. 

 

提名參選及

選舉程序： 
選舉主任在選舉工作結束後，致函所有家長，公布選舉結

果，而家教會須獲選的家長，出任本校的家長校董，並應通

知法團校董會有關家長校董選舉的結果。 

註①  
 根據《教育條例》第 40AO 條第(5)(b)款，如有關家長是

學校的現職教員，他/她便不能獲提名為家長校董。另

外，根據《教育條例》規定，校董不可在法團校董會內

同時出任多於一個界別的校董，例如任何人士均不可

同時出任家長校董及校友校董；因此，若兩個界別於同

一時間在學校舉行選舉，任何人士均不應同時參與這

兩個界別的校董選舉。 

與會者同意通過教育局校本管理組修訂家長教師會會章及家長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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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選舉機制。 

3.2 有關家長委員變動事宜 

由於康樂羅彩銀女士的女兒轉校，故此聯絡職位出現空缺，按過去

會務處理程序會由替代家長委員替任，但因為本屆已沒有替代家長

委員，由於現已為下學期中旬，且疫情關係有礙選舉，故建議懸空此

職位，與會者同意通過此安排。 

 

3.3 有關聖誕聯歡會及中國文化日活動檢討 

本學年聖誕聯歡會及中國文化日活動因疫情關係，改以網上形式進 

行。檢討該兩日活動，學生表現投入，愉快。老師表示活動順利，

在此希望了解家長觀察到所見的學生反應，以便日後籌組相關活動

可以作出合適建議。 

家長認為老師拍攝的短片很精彩，有現場感，活動很刺激。 

 

3.4 有關取消「親子戶外學習日」事宜 

康樂組委員張盛誠老師表現於 2020 年 12 月 30 日向 5 間公司進行

招標，分別是悠閒假期(國際)有限公司、錦豐旅遊有限公司、力勤旅

遊有限公司、金鑽假期有限公司和大航假期。標書於 2021 年 1 月

20 日截止，最後只收到悠閒假期(國際)有限公司和大航假期兩間公

司的回覆。最後以價低者得的原則，選擇使用悠閒假期(國際)有限公

司成為是次親子旅行的協辦公司。活動原定於 2021 年 3 月 13 日(星

期六)進行，行程包括參觀荃灣南豐紗廠和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可

惜最後因為疫情的緣故，活動需要取消。 

學校就有關取消消息已於 3 月 3 日通知各位，感謝大家諒解情況。

學校希望與家長保持良好溝通，故此計劃組織一些家長活動，現希

望大家提供意見。 

家長委員同意及支持相關活動，陳潤玲女士建議安排在放學前一小

時舉行，而且可考慮實體活動或線上活動，也可以實體和線上同步

進行。 

 

3.5 有關第二學段跨境學生在家評估及六年級呈分試檢討 

有關六年級呈分試、跨境學生在家評估及農曆年假後上課事宜已於

2 月 5 日召開了本會的家長委員諮詢會議，盧校長感謝各出席的家

長委員提供了寶貴的意見。經參考家長委員、其他家長及教師的意

見後，因應疫情暫停面授課的發展，考試已作出以下安排，並順利

完成大部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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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至五年級分日子回校出席第一次或第二次考試； 

2. 跨境學生於 3 月 11-19 日在老師監考下完成在家評估； 

3. 在校完成考試學生，稍後將獲發成績表，而參與老師監考下在

家評估的學生，稍後將獲發參考成績單； 

4. 農曆年假後，依政府指引，安排不多於三分之一學生上課； 

5. 六年級學生則已於 3 月 9 至 12 日進行了異地同考，過程順利，

並會於 3 月 26-30 日完成檢卷，成績將於 4 月 13 日交學生申請

進行統一派位之用。在此，感謝黎潔婷署理主任安排六年級異地

同考事宜。 

鄭副校表示跨境學生參與在家評估的比率高，而且很多在家評估的

學生都交回試卷，謝謝家長的配合。 

 

學校已就第三次考試作異地同考作準備，惟合適的試場及具經驗舉辦

的機構不多，報價及人數受限制等，故基於五年級為第一次呈分試，

四年級成績涉及升班，其急切性的考慮，因此是次異地同考會將安排

予四及五年級參與，工作已進行中。 

有關復活節假期後，學生回校上課安排，校長表示據悉有學校安排老

師回內地教學，分區表示事件仍在調查中，而本校考慮到來回本港及

內地共需隔離二十八天，而且涉及保險、專業認可等問題，學校暫時

沒條件實行此方案。因此，根據現況，繼續安排三分一學生回校上課。 

家長委員表示有個別在家評估的學生家長擔心網絡問題，不過，他們

也知道學校會理解這情況。另外，有家長提議優先考慮一年級學生多

上實體課，因為他們除了學習學科知識外，最重要是學習規則、自理

能力等，學校也認為可優先考慮此安排。 

 

3.6 有關 2021-2022 學年校車及午膳供應商延長合約事宜 

因本港疫情關係，令實體面授課受到影響，東華三院採購部通知本

校有關延續現時本地校車服務供應商合約一年(2021-2022 年度)，而

合約中的收費定價及條件則維持不變。 

另外，本校跟午膳供應商延長一年午膳服務合約，合約的日期由二

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延至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而合約中的

收費定價及條件則維持不變。 

各家長委員明白及同意此安排。 

           

3.7 有關學生活動獎勵登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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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學生活動獎勵登錄原則由於已訂立了多年，故應適時檢討及修訂。

老師經校內會議討論，現希望徵詢家長意見：              

現行制度，學生在朗誦比賽中獲得 75 分或以上，可得優點一個，以鼓

勵學生積極參與和認同他們付出的努力。本學年更因應疫情影響，為

加強學生在參與校外面試或獎項的競爭力，也為參與學生增添鼓舞作

用，放寬準則至獲優異獎獲 1 個優點；殿軍、季軍及亞軍獲 2 個優點；

冠軍獲 3 個優點，團體再獲名次:1 個優點。 

下學年起，活動優點登錄原則為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表現優異可

獲一個優點以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獲得名次即有一個小功，以表揚學

生的成就，成績表只登錄優點及小功，不用再以 3 個優點進一個小功

的方式計算。 

家長委員表示贊成放寬獎勵的準則，也贊成下學年開始簡化登錄程序。 

 

3.8 有關學校使用電子繳費及考勤系統計劃跟進 

上次會議通過後，學校已隨即開展採購程序，並順利完成。學校將購

置 eClass 的相關模組。日後，學生家長可以透過 Alipay hk 及 Alipay cn 

繳付學校費用；而考勤方面，學生入校拍卡後，家長可以透過 eClass

即時知悉學生回校時間。有關工程亦於今天下午開展，預計 4 月下旬

完成。家長委員表示歡迎。 

 

3.9 有關家長教師會室裝修進程 
學校為讓各位家長委員能夠有更佳的空間參與學校事務，因此進行

家教會裝修工程，有關報價經已完成，並已展開有關工程。感謝各家

委就油漆及地板用色提供意見。現階段已完成地板及油漆工程(見圖

片)。室內陳列櫃安裝及房門工程預計 4 月內完成。屆時，希望大家

喜歡。 

 

3.10 有關敬師活動事宜 
為向老師表達謝意，每年家教會均配合學校舉行家長敬師活動，例

如由家教會教師委員協助，並由家長教師會代表家長致送小禮物，

現本會通過成立小組委員負責相關活動，小組委員為李海露姑娘、

鍾麗玲姑娘、謝諄諾老師、陳麗儀老師、羅佩賢女士及黃婉婷女士。 

家長委員同意以上安排。 

 

3.11 有關疫情下學校活動安排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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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疫情關係，學校部份活動需要延期或取消，例如上學期常識外、

東海運動會及戶外學習日，但學校為學生學習及成長需要，亦會因

應形勢，積極籌備多元活動及課程供學生參與：例如下學期常識外

訪日，將由教師進行外訪，並製作短片及設計有趣活動供學生參與；

姊妹計劃亦因疫情取消，但正安排於 6 月下旬以網上形式與河北的

姊妹學校作交流。另外，學校亦計劃安排不同類型的暑期班供學生

參加，豐富學生經驗。家長委員表示歡迎。 

 

3.12 有關親子和諧粉彩初探工作坊 

經採購程序後，由陪鵝動力有限公司安排和諧粉彩導師教授，活動

日期為 4 月 9 日(星期五)，分兩班進行： 

本地生 - 10 對親子於下午 2:00-4:00 在禮堂進行 

跨境生 - 10 對親子於上午 10:30-12:30 以 ZOOM 形式進行，會於 3 月

29 日將物資以順豐到付寄給參加者。 

 

3.13 財政報告 

由江秀敏主任報告財政報告(附件一) 

            

 

(四) 其他事項 

鄭副校報告有關四年級常識科考試及在家評估出現技術問題，上載版本與實

體考試的版本有所不同，已發通告知會四年級家長，現讓各家委知悉。校長

表示兩份試卷均具信度、效度、公平性及統一性，均能評核學生所學知識。 

 

(五) 下次開會日期 

暫定 6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二時正 

散會時間:下午 3 時 40 分  

 

 

 

   

   主席簽署：_______________ 

                                                             陳婉清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