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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錄 

天主教聖安德肋小學家長教師會 

2020-2022 年度執行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 

會議紀錄 

日    期：2020-11-13 (五) 

時    間：3:30pm - 5:00pm 

地    點：會議室 

出 席 者： 

家長委員：郭建麟先生(主席)   Ms. Judith Rodanilla (副主席) 鄭美兒女士(司庫) 
瞿紫恆女士(秘書)   蔡瑤玟女士(總務)   陳健群女士(康樂) 
莫詠平先生(推廣)   簡穎淇女士(總務)   葉  琳女士(康樂) 
周可欣女士(家長教育)  翟慧雯女士(聯絡)   張慧君女士(聯絡) 

教師委員：邱寶祺副校長(副主席)  黃世華主任(司庫) 
陸嘉儀老師(秘書)   安靜文老師(聯絡) 
陳錦賢主任(推廣)   葉艷陽老師(康樂) 
黃諾詩主任(家長教育)  吳婉香老師(家長教育)  容汶姍主任(總務) 

列    席：梁綺媚校長、林佩如姑娘(學生輔導員)、黃綺梃姑娘(學生輔導助理) 
缺    席：葉艷陽老師(康樂) 
紀    錄：陸嘉儀老師 

 

會議內容：  

 

1.開會祈禱  

  由邱寶祺副校長帶領開會祈禱。 

 

2.修訂及通過上次會議紀錄 (2020-09-03) 
全體通過 2018-2020 年度執行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紀錄。 

 

3. 財政報告 

   於 2020 年 10 月 23 日的周年會員大會已作匯報，未有新的收入及支出。 

 

4.學校報告 

  4.1 校車服務 

      4.1.1 「竣達旅運公司」為新的校車承辦商，管理不錯，保母及位置編配得宜。另外， 

就一號線校車（康盛花園）應否駛入迴旋處有商討之處。有家長認為校車應駛 

入迴旋處以方便學生，校車公司認為其路段相對危險，因此選擇在斜路巴士站 

接載學生。解決方案有二：第一，校車公司安排小型校車進入迴旋處接載學生， 

但價錢相對較貴；第二，找出第三個地方接載學生。校方稍後會再與校車公司 

商議。 

      4.1.2 校車復課後的收費安排：若停課少於半月，收全月車費；若停課多於半月，收 

半月車費；若全月停課，則須再商議。如不再乘坐校巴，須提前七個工作日通 

知。如再乘坐校巴，則須重新排隊並繳交$100 行政費。另外，如上學及放學乘 

坐的校車路線不同，會收取兩條校車線的車費的 80%。如乘坐的校車路線相同， 

但上學及放學的車站不一，則以較貴的車站作準。以上的收費安排在合約並無 

提及，因此要盡快訂立及增補協議書，落實後能有利校車公司、家長及學校的 

長遠發展。 

  4.2 校服 

      校服公司與學校第二年合作，有家長反映夏季運動服褲有起毛粒的情況，須再作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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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午膳 

      4.3.1 復課期間，學校的小食部及濾水器均不開放，轉以食水器添水。 

      4.3.2 若全日制復課，將有以下對策：飯堂不開放，學生須留於課室午膳；學校廚房 

能繼續煮飯，但會改用即棄食物盒及飯盤；學校基於衞生、清潔、方面等問題 

不會提供擋板，但容許學生自行攜帶；屆時須依照學校午膳指引及教育局的最 

新指示。 

      4.3.3 飯商的第三年合約不會自動續約，今年將進行午膳供應商的重新招標，但不會 

安排試食和參觀廠房。 

  4.4 交通 

      須提醒家長在校門外逆線停泊車輛會造成危險。 

  4.5 支付寶繳費 

      4.5.1 有 99%家長能以支付寶繳費，其餘不足十人使用支票或現金。 

      4.5.2 結束上一支付系統時收到$40,000 捐款，均撥入學校發展基金，暫未使用。 

      4.5.3 如果家長未能即時決定及簽署電子通告，而電子通告過期，學校會派發書面紙 

本通告給其補簽。 

  4.6 善長捐贈 

      善長捐贈的 170 對新波鞋已做完，鞋碼包括 28-45 碼，學生可按意願選擇波鞋是否繫 

有鞋帶。受惠對象包括領取綜緩、全津及半津的學生，預計下學期 6月前送到。 

  4.7 和富善慈善基金 

      基金資助校方舉辦家校小一銜接學堂。學堂活動包括網上研討會（10 次講座）、額外兩 

節網上支援，並資助$10,000 活動費。 

  4.8 VIP 課 

      VIP 課的原意是按學生的能力提供支援，然而能力稍遜學生的參與度較低，家長須協 

助提示學生出席及交代學生請假的原因。 

  4.9 重點視學 

      重點視學報告已交校董會，結論評語為欣賞學校，以及感謝老師和家長的配合，給全 

校的努力予以肯定。 

 

5.主席報告 

  郭建麟先生提及本屆家長教師會已與上屆完成交接。另外，已取《花地瑪：玫瑰神蹟降臨》 

的電影票，觀看電影日期是 2020 年 11 月 27 日（星期五）。 

 

6. 報告事項 

  6.1 社團註冊及銀行戶口轉名事宜 
     學校已將相關的註冊文件寄出。 
  6.2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學校合共申請了$40,000 資助。其中$10,000 用於「正向理財教育工作坊」、$10,000 用 

於戲劇教育、$20,000 用於閱讀嘉年華（與七間幼稚園合辦）。 
  6.3 西貢區家長教師會聯會優秀教師及家長 
      周年大會將由家長代表參加。推薦名單如下：5D 班司徒諾文家長、5E 班郭泳均家長、 

4D 班劉梓芊家長、劉景朗家長（已畢業）、2E 班陳琪穎家長、6E 班潘奕希家長、杜苑 

瑩老師及容汶姍主任。 

 

7. 討論事項 

  7.1 家教會義工保險 
      報價 180 人，於 2021 年 1 月 2 日生效，仍須再跟進。 
  7.2 家長教育講座及工作坊 

      推介家長參加「保護兒童周‧第一場『網絡陷阱攻防戰』網上研討會」，舉辦日期及時 

間是 2020 年 11 月 27 日（星期五），晚上 8時至 9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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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家長興趣班 
      暫定 2021 年 1 月開辦糕點製作班，但要視乎復課的情況。2021 年 4 月開辦成人急救 

班，家長完成課程後可考取急救證書。 

7.4 家長學堂 
      已舉辦「數學電子學習工作坊」。以家長簽到的次數計分，可得證書或禮物，以鼓勵家 

長踴躍參加。 
7.5 打流感針 

      已於 2020 年 11月 3日注射流感針的學生共 468 人，當天順利於 12:00pm 前注射完畢， 
校方感謝家長幫忙。至於一年級及六年級的防疫注射暫定於 2020 年 12 月 22 日注射。 

7.6 校友會活動–升中巡禮 
      校友會成員於 2020 年 11 月 13 日回校宣誓就職。六年級學生將會出席，以了解中學的 

特色及活動。 
7.7 清潔日 
    本年度原定於 2020 年 11 月 25 日的清潔日將暫停一年。原本的構思是進行「俾 Like 

大行動」，由校長、副校長及主任檢視課室的整潔情況，做得好的班別能得「Like」貼 
紙，以給予鼓勵。 

7.8 校慶感恩祭 
    於 2020 年 11 月 30 日進行，當天 9:00am 開始，五年級及公教生會到禮堂參與。 
7.9 運動會 
    原定於 2020 年 12 月 4 日舉行的運動會將會取消，或改為旅行活動及兩課節的「小一 

百日宴」，暫定毋須家長協助。 
7.10 英語活動日 

2020 年 12 月 18 日各級將進行三個英語活動。 
7.11 聖誕節茶會 

由於疫情關係，於 2020 年 12 月 21 日舉行的聖誕聯歡以聯誼為目的，因此當天活動會 
以遊戲為主，食物或會一人一份。 

7.12 推廣活動及 P.1-5 家長日 
閱讀推廣活動將於家長日當天進行，日期和時間是 2021 年 1 月 8 日下午 2:00pm– 
5:00pm，主題是「愛與被愛」。由於疫情關係，蔡姨姨的圖書分享會以 YouTube 的形式 
轉播至幼稚園，而學校教師會親身到幼稚園說故事及進行延伸活動。 

7.13 第一考期頒獎禮及六十周年校慶啟動禮 

六十周年校慶啟動禮將於 2021 年 1 月 11 日在本校舉行，屆時天主教佑華小學和本校 
也會共同參與其中。啟動禮的活動包括神長於歷史廊及禮堂祝聖，天主教佑華小學和 
本校的學生代表交換禮物（風箏和風車）。潘校監更為六十周年校慶提詩，兩校也有共 
同合作籌備校慶活動，包括校慶感恩祭及重聚晚宴。另外，學校訂購了紀念版冬季校 
服公仔，分別有 300 隻男公仔及 300 隻女公仔。 

7.14 工作檢討：2020-10-23 家教會周年大會 
感謝狀可先分類好，讓頒獎的流程更順暢。另外，周年大會在 Zoom Room 及現場舉行， 

學校在網上點名，能讓更多家長能參與其中，了解他們的意願。 
 

8.下次會議日期 

  日期：2021 年 1 月 15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4時至 6時 

地點：會議室 

 

9.散會祈禱  

由邱寶祺副校長帶領散會領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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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錄：___________________    主席簽閱：___________________ 

        (陸嘉儀老師)           （郭建麟先生）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ed sign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