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瑞祺(喇沙)書院
2010-2011 年度
家長教師會第十三屆執委會
第二次會議紀錄
日
期： 2010 年 10 月 30 日（星期六）
時
間：下午 2:00 – 5:45
地
點：一樓會議室
出席委員：黎寶芝女士(主席)、譚月梅女士(副主席)、柯振澄老師(副主席)、樊慧嫻女士(司庫)、李少芬女士(康樂)、林燕
晶女士(總務)、鍾偉萱先生(總務)、江笑芳女士(聯絡)、李丁亮校長(顧問)、梁翠茵老師(英文秘書)、羅日梅老
師(中文秘書)、何藹琳老師(稽核)、李寶珠老師(總務)、黃永坤老師(聯絡)、黃志堅老師(康樂)
缺席：社工馬運東先生(顧問) (因事未能出席)
舊生代表：雷健泉先生
紀
錄：梁翠茵老師、羅日梅老師

一、通過第十三屆執委會第一次會議紀錄
家教會的文件劃一使用「執委會」一詞，而非「幹事會」。
二、報告事項
1.

2.

通過第十三屆執委會周年大會會議紀錄
檢討及建議：
(1) 安排接待候選家長，並為他們準備印上姓名的貼紙，方便其他家長認識。另外，事先通知候選
家長有關大會流程(如「自我介紹」環節)，以便他們作好準備。
(2) 「自我介紹」環節台上安排座位予候選家長。
(3) 派票方面堅持「一人一票，親身領票」
，門口派票處加展板列明「不可代領選票或授權投票」，
司儀亦於台上強調是項細則。
(4) 選票列明「可選擇不少於 1 位，但不可多於 7 位參選人」的規則，司儀亦於投票前再強調是項
細則。
財政報告
01/09/10 – 31/10/10 :
承上結餘：$167,600.48
收入 ：$55,180.33
支出 ：$42,587.10
結餘 ：$180,193.71

3.

執委會註冊事項跟進
待聯絡一位前任執委的離職老師簽名後，則可交由鍾偉萱先生繼續跟進。

4.

Mentorship Programme – O. Camp
日期： 25/09/10－26/09/10
人數： 39 位學生，約 20 位舊生及 2 位老師
形式： 兩日一夜宿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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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認識各大院校
物資： 營衣、手冊
其後有延展活動，詳情可於 Facebook 搜尋 : CSK mentorship program O.Camp
5.

陸運會家長競步比賽
因惡劣天氣，陸運會延至四月七日，原有 5 組 4x100 家長競步參賽隊將再行核實出賽人數。

6.

家長茶聚
(1) 日期：29/10/10 11 時至 2 時
地點：禮堂
(2) 茶聚目的在於家長之間聯誼、分享，並建立新生家長對學校的初步認識。
(3) 出席家長比往年踴躍，人數約 130 位。包括：101 位家長(106 位報名)；校長、老師及學生會
共 20 幾位。
(4) 發出感謝信予副主席譚月梅女士有關茶點的贊助($3000)。
(5) 意見：
I. 大致反應良好，認為能提供良好機會予家長和老師溝通，但時間不足。
II. 食物可減少。
(6) 建議
I. 來年仍維持午膳時間進行。
II. 最多一年兩次，不宜太多(考慮第一次統測前和期末考試後)。
III. 仍以小組圍圈形式。第一部分：先行安排數位資深家長入組，協助帶動討論氣氛。第二部
分：邀請任教老師入組，協助解答問題，亦可代為收集家長疑問，再行回覆。
III. 增設問卷收集家長意見，以便來日改善。
IV. 宜提早通知老師有關安排。

三、討論事項
1.

財政預算
內容有所修改，下次會議確認。
(雷健泉先生代為詢問任職核數師的舊生可否協助家教會於週年大會前核數)

2.

205 童軍旅旅慶
日期：20/11/2010 (星期六) 3:00pm-5:30pm
誠邀主席黎寶芝女士為頒獎嘉賓及歡迎各家長委員出席旅慶，亦請學校代為確定當天需前往參加
管樂比賽的童軍人數，方便協助他們出席活動。

3.

九龍城區中學巡禮
(1) ‘primary school visit’中文譯名應為「中學巡禮」，建議校方於來年的校曆表更正此項。
(2) 詳情：
日期： 14/1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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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10:30am-4:30pm (分為三個時段)
安排：
I. 李少芬女士和鍾偉萱先生申請為本校專員，並要求聯會當天安排他們專駐學校。
II. 全程以「車」為單位帶領來賓參觀學校，每隊派遣兩至三名家長義工負責。學校則安排學生
協助「舉牌」和帶隊。
III. 學校代為安排飯盒予家長義工，人數待定。
IV. 校方主要以橫額介紹學校特色，家教會則暫訂沿用展板作介紹(可能加多一塊展板)。
4.

頒奬日及畢業典禮
日期：19/11/2010 (星期五)，典禮詳情如下：
(1) 頒獎日
時間：10:00am-12:00am
嘉賓：舊生藍寶生先生
學校誠邀校董黎寶芝女士出席頒發獎項。
(2) 畢業禮
時間：5:00pm
嘉賓：理工大學校長唐偉章先生
茶點：4：45pm (125 室)
學校誠邀家教會各執委出席。
家教會致送花籃(請梁太代購)
建議：
- 舉行綵排活動
- 校方提醒工友於閉幕時關掉無線咪，避免影響前台。
- 提早提示領奬學生注重儀表

5.

本年度(2011 年)其他活動
全體通過下表各項活動建議及工作安排
日期

活動名稱

內容

跟進

30/01/2011

家長日

舉辦講座
時間: 12:15pm-2:00pm
嘉賓：待定
主題：「學習」或「時間管理」

柯副主席請社工馬
運東先生協助跟進

06/03/2011
或

春日聯歡親子遊

與舊生會合辦
建議地點:參觀澳門陳瑞祺(永援)中學

柯副主席請鄧老師
協助聯絡
康樂組統籌

13/03/2011
(待定)
04/07/2011
至
06/07/2011

與 ECA 合辦試後活
動戶外教育營

雷先生與 ECA 聯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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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1

17/05/2011
至

(1) 家長興趣班：
手工藝
彩墨畫
太極
(2) 工作坊
第一場：
災難自救

z

維持既有的興趣班

z

照顧平日上班的家長，新增週末或
週日工作坊，如：烹飪班、電腦班
收費：每人 10 元正(材料費另計)

敬師及心意咭製作

與 ART EXHIBITION 聯辦，細節待定

由康樂組統籌

第一場：災難自救
導師：雷健泉先生
日期： 27/11/2010 (星期六)
時間： 2:30pm-5:00pm
人數： 50 名家長 (暫定)

19/05/2011
四、其他事項
1. 校際中、英文朗誦節家長帶隊
日期：2010 年 11 月至 12 月
向學校實報實銷公共交通工具費用(的士除外，若有特殊情況則另議)。
因參賽學生眾多及比賽地點不同，待主席編排後由江笑芳女士負責聯絡家長義工。
2. 黃永坤老師除負責將校外資訊及講座上載到本會網頁外，亦協助洽談短訊合約事宜。
3. 童軍新增英語航天班
目的：照顧星期六回校上課學生中間的空檔時段
時間：11：00am-12：00am 和 12：30pm-1：30pm
導師：雷健泉先生
費用：全年 100 元正 (學生自願參加)
4. 家教會會徽設計比賽
評審細節視乎收回參賽作品數量而定，若作品太多，將先通過小組挑選，再由全體委員選出優勝
作品。
五、下次開會日期:
下次會議將於 18/12/2010 (星期六) 2:00pm 假一樓會議室舉行。
簽署：

簽署：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秘書

__________________
主席

梁翠茵老師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羅日梅老師
________________

黎寶芝女士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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