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
第八次會議記錄

日期
時間
地點
出席者

:
:
:
:

缺席者
記錄

:
:

2017 年 10 月 9 日
下午 3 時 15 分
七樓會議室
何燕菁、溫慧芬、黎玉貞、梁德財、黎艷芳、文珮霞、潘家進、
宋慧蘭、梁偉諾、梁麗卿、池紅萬、李海燕、廖景
黎有榮
黎玉貞、梁麗卿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由黎玉貞動議，梁偉諾和議

2. 跟進事項
2.1

2.2

財務匯報
司庫現正結算上年度 2016-17 年度的賬目，完成後會由本會的義務核數
師查核，然後再交由校方的司庫梁德財老師覆核並簽署，因此暫未有實
質的數目匯報。
校內及校外暑期活動
校內方面 - 暑期校內活動由 7 月 17 日(星期一)至 8 月 18 日(星期五)，
除 8 月 3 日(星期四)懸掛紅色暴雨警告訊號需要停課外，大
致進行順利。 而這天受影響的課堂已安排 8 月 24 日(星期
四)補堂。

校外方面 - 校外活動大致進行順利，除 7 月 30 日(星期日)之「輕鬆田園
一天遊」
，有參加的家長反映該田園十分荒蕪，似一個廢墟，
亦沒什麼農作物，唯獨可取之處有雪糕製作，亦因出發當天，天氣非常悶熱，
有一位參加家長發現輕微中暑，及後經過休息已沒大礙。

另「M+展亭、香港歷史博物館、出前一丁主題餐廳半自助餐一天
遊」
，因 M+展亭內展出的藝術品不宜觸摸，及場內不宜喧嘩，但
因本團較多低年級學生，故較難控制，而館外亦因天氣太熱，不
適合逗留，所以有份參與的委員與旅行社領隊經參加家長們(除
一個家庭之其中一位成員外)同意後，縮短該展亭的逗留時間，
並增加了一個較為適合大家的景點為九龍公園。本會事後已要求
該旅行社作出檢討和留意日後安排的行程是否適合小學生參
與。
經檢討後，以下為老師向本會提供的意見 :
日期

地點

帶隊老師

評估

14/7

動物協會

詠、明

-值得繼續推行
-適合 P2 以上
-喜歡動物的同學參與比較好，因他們可
以近距離觀察及接觸動物
-有講者介紹 SPCA，內容精彩清晰

18/7

香港電台

月、明

-參觀時間需加 30 分鐘，不用急趕

24/7

嘉頓

嫻、詠

-值得繼續
-職員講解清楚，安排有條理
-製作麵包環節有趣，學生表現投入

25/7

雀巢牛奶

嘉、甄

-一切順利，安排滿意
-依時完成

31/7

海洋公園
關、羅
（初小）
（高小）

-安排滿意，但天氣十分熱，學生比較辛
苦

1/8

Pizza Express

文、華

-帶隊老師及其中 2 位學生的集合時間
與其他學生不同，已通知家教會
-值得參觀，因每位學生能自己做一個
pizza, 學生非常投入
-留意車程，若參觀地點不太遙遠，可
將安排集合及等候的時間縮短

2/8

天際 100

關、羅

-安排滿意

2/8

國泰城

華、楊

-安排適當，導賞員解釋亦清楚

由於部份參觀項目因車資較昂貴，於上次會議上通過撥款$2,000 元以作資助
給參加的會員，現經計算後，本會共支助$2,678.90 元。 另所有暑期活動相
片(校內及校外)已上載於本會網頁，方便家長及同學們瀏覽。

2.3 義工家長聚餐
已於 6 月 26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正舉行，當天出席的義工家長及老師
約有 60 多人，義工家長們藉此聚首一堂亦可聯絡感情。是次聚餐設「烹
飪比賽」
，參加者共 8 組(以個人形式參加為一組別)(包括老師及義工家
長)。評判分別是校長及數名老師，另評分時各參賽作品均以數字代替參
加者之姓名，故絕對公平公正。 當天家長義工聚餐支出為$3,291.40 元。
2.4 招收新會員
已於 7 月 3 日（星期一）及 7 月 4 日（星期二）為 招收小一新會
員，共招收了 133 位，成績非常理想。而小二至小六新會員亦於 9 月 11
日（星期一）及 9 月 12 日（星期二）招收，共收了 352 位，現共會
員 485 位。

3.討論事項
3.1 第十三屆(2017-18 年度)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定於 11 月 9 日(星期四)期中考放學後，時間為上午十一時正在本校一
樓禮堂內舉行。 是次需選舉新一屆常務委員，頒發義工証書及禮物，
報告會務、財務及修改會章。當天會安排學生天才表演和抽獎作餘興
節目。是次撥款與上年度相同，為$8,000 元(用作會員大會義工禮物、
用品、抽獎禮物(約 30 份)、茶點及天才表演之禮物)。 並將於 10 月
27 日(星期五)派發通告通知所有會員。
3.2 修改會章
本會打算由 2018 年度開始，所有入讀本校學生需成為本會會員，因每
名學生及家長，除需有義務及責任支持本校及本會外，而於日常活動
中，如(母親節及父親節活動，聖誕攤位等)，亦已享受本會服務。修
改會章後，將依舊每個家庭為$40 元會費(除有經濟困難家庭可以書面
向本會申請年費減半，及經本會審核及同意外)。
3.3 凍結 2017-18APSM 職位
本校於是次會議通過凍結 2017-18 年度副校長職位，以增聘 2 名合約老師，
增加教師人手，改善班師比例。

另教育局於 2017 年 7 月公佈改善小學班師比例，30 班小學獲增聘 3 位
老師。而本校於 2017-18 年度，暫增聘 2 位新老師，因凍結 2017-18
年度副校長職位，增聘的 2 位老師，已符合教育局改善班師比例的人
手配置。 凍結職位的資源將全用於教學相關的事項上。
鑑於 2017 年 7 月份未有家教會定期會議，故 7 月中旬由本會主席聯絡
各委員，並獲全部委員同意通過凍結 2017-18 年度 APSM 職位。
3.4 會訊的出版及發展
會訊初稿已備妥，現由黎艷芳主任審核中，如沒問題， 將印刷 1500 份，大約
兩星期後可派發，約出兩頁 A3 紙，雙面印刷，即 4 頁。報價經本校商
監會決定後，現委托「英華印刷公司」印刷，費用為$2280 元。預計
每年將於 11 月中旬出版。

4.其他事項
本校現定於 2018 年 3 月 2 日(星期五)舉行第二次陸運會，通告將於日
後派發。

5.

散會
下午 4:30

6. 下次開會日期
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