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瑞祺(喇沙)書院
2009-2010 年度
家長教師會第十二屆幹事會
第四次會議記錄
日
期： 2010 年 1 月 23 日（星期六）
時
間：2:00-5:10pm
地
點：一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黎寶芝女士(主席)、甘樹堅先生(副主席)、柯振澄老師(副主席)、樊慧
嫻女士(司庫) 、何藹琳老師(稽核)、江笑芳女士(飯堂監委)、曾水清
先生(飯堂監委)、成仁先生、鍾偉萱先生(義工聯絡人)、施健群校長(顧
問)、何藹林老師、李寶珠老師、黃永坤老師、黃志堅老師
缺
席:：麥雪芬老師(因事)，麥謝家佩老師(因事)，社工馬運東先生(因事)
舊生代表：雷健泉先生
記
錄：何藹林老師（代記），麥雪芬老師整理
一、通過 2009-2010 年度家長教師會第十二屆幹事會第三次會議記錄。
二、報告事項
1) 財政報告
28/11/2009 --- 23/01/2010 ：承上結餘 ： $160,069.35
收入： $800.63
支出： $0
結餘： $160,869.98
另柯副校長已開出數張未完成簽名的支出支票， 金額為$17068。
2)

40 週年校慶晚宴及紀念品存貨
a) 晚宴延開 80 席，家教會約有 6 席家長參加，黎主席為當晚其中一位
司儀，整晚氣氛熱鬧，外界口碑載道。
b) 紀念品存貨： USB 80 隻(家教會) + 116 隻(學校) 、 T-shirt 48 件、
杯 238 隻、 大傘 140 把、 小傘 80 把、 校章 1200 個。
c) 柯副校建議把 20 隻 USB 贈與學校作學習計劃之用。

3) 本會註冊及更改銀行簽名事宜
a) 因銀行的簽名手續要在農曆新年前才能完成，柯副校長提議於新一屆
家教會成立前通過可讓舊會員繼續簽支票，直至新會員簽名手續完成
為止。
b) 柯副校長及各家長建議支出可暫用 PETTY CASH。

4) 家長日講座
日期：2010 年 1 月 31 日(星期日)
地點：學校禮堂
時間： 12：15 – 2：00 pm
主題：如何維繫與子女間的良好關係
講者：劉翠屏女士
家長義工：-Hall Receptionists (四位)
-另由 Annie 聯絡飲品贊助人，預算為$1000-3000。
5) 飯堂投訴跟進事宜 - 由 Annie 負責
a)星期一開始飯堂有水果售賣。
b)飯堂有新食物供應時會先通知 Annie。
c)Annie 已向飯堂反映其食物價格不能比 7-11 高。
d)「糯米雞異味」事件-- 飯堂負責人承諾一經証實後、可以「回款」或
可換其他食物。異味可能是荷葉出了問題。
建議：1 學生若發現食物有異味時，要即時通知老師，避免私自解決，
以免見報。
2 要求飯堂提供食物來源及製作工場地點。
3 每有食物投訴時，必要通知校方，讓校方跟進。
4 Annie 會通知飯堂負責人。
6) 興趣班跟進
a) - 因人數和場地問題，小瑞未能與本會合辦太極班。
- 柯 sir 同意太極班可在星期六於學校禮堂舉行。
- 曾先生義務教太極班，每逢星期六早上 9:00-10:00 舉行。
- 費用：$200 / 10 節，所有學費撥入家教會賬戶。
- 消息將於家教會網頁發佈，會員自由報名。
b) 國畫班及手工藝研習班資料詳情將於家教會網頁發佈。
三 討論事項
1) 第二次統測的安排
- 第二次統測將回復舊模式，全日舉行。
- 由 3 月 23 日 – 3 月 30 日 改為 3 月 26 、 29 和 30 日舉行。
- 校方將於下星期發通告通知家長。
2) 春節聯歡活動 - 春節旅行(與舊生會合辦)
a) 日期: 18/04/2010
地點: 吉澳 (塔門、 東坪洲)

交通: 乘船
費用: 約$148 / 人
服務機構: 新光國際旅遊有限公司提供導遊服務
b) 家教會贊助抽獎禮物。
c) Peter 建議邀請小瑞家教會及余校監參加春節遊，藉此增強彼此之溝
通。
d) 主席跟進行程內容。
四 其他事項
1) 會訊
------

主席建議出版新一期會訊 (e.g. 40 週年內容)。
家長樊慧嫻與甘樹堅協助做會訊。
約為 4-6 頁 A4 紙。
其他工作: 報價及資料搜集，邀請委員及家長投稿，每篇約 300 字。
約 4 月份旅行前出版，到時可派發給家長。

2) EMI 事宜
主席跟校長、副校、老師及舊生代表經數次會議後，情況如下：
-- 施校長強調 CSK 仍以英文模式運作，並謂學校的目標為協助初中增潤
班同學適應 F.4 EMI classes，校方亦會制定及加強一些針對性措施。
-- 施校長建議增加 Native teacher 及課後 Native English Class. 希望家教
會及舊生會協助籌款解決人手問題。
-- Peter Lui 建議要增大校訊的字體及多放相片, 並多介紹 CSK 舊生，如
林夕, 韋志成………等的成就，並介紹本校在運動方面所取得的獎項，
盡量發揚本校的優點。
-- 另外，可派 CSK 大哥哥、舊生、家教會到小瑞宣傳及推廣，用遊戲或
比賽形式，使小學生增強對本校之認識。
-- 施校長提及外評可能在 3 月到訪，到時 EDB 會約見數名家長及校友會
面。
3) 九龍城區家教會聯會講座
-- 要求校方協助安排場地予一系列講座，藉此為 CSK 宣傳。
-- 柯副校已收到資料，並作考慮。
4) 天台綠化計劃
-- 政府已批准撥款 $354,025 津貼此計劃。
-- 感謝成仁先生協助考察場地及給與建議。

-- 約在月底簽約，工程需時一個月完成。
-- 主席建議注意防漏工程。
5) 3 月 25 日 Brother Superior 到港訪問喇沙書院
-- 家教會委員被邀請參加聚會。
-- 時間：6:00pm
-- 地點 ：九龍喇沙書院
6) 九龍城區家教會聯會 -「家校合作顯關愛」嘉年華
-- 日期：3 月 28 日
-- 地點：丘佐榮中學
7) 「家長免費工作坊」 及 「培訓培訓員計劃」
-- 名額 5 名 ，5 人一組上課
-- 工作坊及講座詳情參閱香港家庭進修學院網頁
http://sites,google.com/site/familycollege
--- 或到本會網頁連結找尋以上網頁，黃永坤老師負責更新網頁資料。.
8) 家教會協助賣旗事宜
日期： 3 月 27 日(星期六)
籌款機構：社聯
義工對象： 家長+學生
(因期間為學校统測，故决定不會參加。)
9) 義工服務紀錄煩請成先生跟進。
10) 茶聚：待農曆新年假後才決定日期。
11) 下次開會日期： 20/03/10 (星期六)， 2：00pm

___________________
代記：何藹琳老師
英文秘書：麥雪芬老師

__________________
主席：黎寶芝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