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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瑞祺(喇沙)書院
2010-2011 年度
家長教師會第十三屆執委會
第六次會議記錄
日
期： 2011 年 6 月 18 日（星期六）
時
間：下午 2:30 –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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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振澄副校長(副主席)、樊慧嫻女士(司庫) 、鍾偉萱
先生(總務) 、林燕晶女士(總務)、何藹琳老師(稽核)、李少芬女士(康樂)、李丁亮校長(顧問)、
黃永坤老師(聯絡)、黃志堅老師(康樂)、李寶珠老師(總務) 、馬運東先生(顧問) 、Jonathan(舊
生代表)
缺
席：舊生代表雷健泉先生、江笑芳女士(聯絡) 、羅日梅老師(中文秘書)
記
錄：梁翠茵老師(英文秘書)
一. 通過 2010-11 年度家長教師會第十三屆執委會第
年度家長教師會第十三屆執委會第五
會第五次會議記錄。
次會議記錄。
二.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1. 財政報告 (09/04/2011—18/06/2011) ：承上結餘 : HK $172,060.78
收入：
25,190.62
支出：
23,173.40
結餘：HK$174,078.00
2. 更改銀行簽名
已辦妥更改銀行簽名事宜。
3.

第二輪會徽設計比賽
已於「視藝展覽」中頒發四個奬項，包括第一輪比賽三名優勝者獲得書券共 $700 及第二輪
比賽優勝者獲得獎學金 $1,000。本會已於今期會訊採用經修改後的新會徽。

4.

會訊
4.1 會訊已於五月中印製完成並派給本校學生及家長。
4.2 泰隆印刷因技術關係未能趕及印製會訊，經商議後，轉用 e-print 印刷公司，連同運費共
$2,444/3000 本，價錢比泰隆平了 $1,156。

5.

九龍城聯會「家校合作顯關愛」美食嘉年華
5.1 本會為此嘉年華舉辦了攤位遊戲「無敵星際行」及感謝家長義工協助製作食物。
5.2 出席委員及家長義工約 10 人，其中派發了本會去年的會訊予遊戲參與者。

6.

敬師及心意咭製作活動
6.1 本會送出 6 款湯水及水果供全體教職員享用，感謝 6 位家長義工製作美味之愛心湯及糖水。
6.2 鳴謝 4A 班羅彥志家長陳崇意女士親手製作逾 500 張敬師咭及心意咭贈予學生送給老師及家長。
6.3 本會除送出食品及魔術禮盒給全體學生外，又提供鎖扣及沙樽讓學生自行製作，以鼓勵其積極參
與。
6.4 陳瑞祺(喇沙)小學由老師帶領参加是項活動，老師讚美心意咭製作精美，學生們更顯得雀躍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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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飯堂招標事宜
於 26/05 試食及簡介會後，小組委員會決定繼續沿用紅樹林，並於 6 月簽約。飯商承諾午後
繼續提供熱食。

三. 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
1.

柯振澄副校長榮休晚宴
1.1 25/06/2011 假童軍總會總監俱樂部金陶軒舉行，約 15 席，每位$350，下午 4:30 恭候，
下午 7:30 入席。
1.2 主席已把節目內容電郵給委員，有舊生、老師、家長及學生代表負責表演環節。
1.3 紅酒由 6B 陳卓仁家長 張玉嬋女士及 6A 陳冠匡家長 CARRIE 贊助。
1.4 設有枱奬，每枱四份 (超市禮券-每份 $50)，由主席 VENUS 贊助。
1.5 接待由本會委員及學生負責。

2.

家長講座 (30.06.2011)
由「香港有品」運動凌葉麗嬋女士主講「6A 品格教育」家長講座，約 140 名家長報名。

3.

「優秀家長嘉許禮」
02/07/2011 下午 2:30，假陳瑞祺(喇沙)小學舉行，柯副校、校長及被提名家長均會出席。經商議後，
從 6 位被提名家長(主席 VENUS、DOREEN、何慶華女士、劉秀霞女士、李玉玲女士及李少禮女士) 中
選出以下三位以作嘉許 ：VENUS、何慶華女士、劉秀霞女士

4.

中一新生註册日 2011 年 7 月 7 日及 8 日 (星期四及五)
近飯堂位置的樓梯底將設有接待處，由家長義工協助分流到 1 樓課室，由委員講解註册須知
及學生示範一些基本要求，然後進行註册。(細節待定)

5.

中一新生迎新日 2011 年 8 月 19 日 (星期五)
主席 VENUS 將負責講座中的一個環節，由家長義工協助接待，學生協助新生遊覽本校校舍。

6.

2011-2012 會員大會安排
暫定 2011 年 10 月 8 日(星期六) 舉行， 細節待定。

7.

舊生家長會(名稱暫定)
通過成立籌委會，委員包括李校長、柯副校、舊生雷健泉先生、7 名家長委員及陳詠儀女士
(白太)。約 7 月展開籌委工作。

四. 其他事項：
其他事項：
1.

中七畢業禮
2011 年 6 月 24 日舉行，本會贊助茶點 ($3000) 供各嘉賓、學生及家長享用，並邀得陳崇意
女士製作約 60 張咭予畢業生以營造温暖氣氛。

2.

本年度會費及 MENTORSHIP PROGRAMME 款項尚未入帳本會戶口，校務處梁太須於 9 月
前撥款到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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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校 6 樓已完成盤點工作，基本工程招標工作已展開，預計 9 月完成翻新，該樓層將預留一
個房間供本會使用。而該房間之設施將由本會負責。

4.

有家長反映：
4.1 功課量不足，有部分作業未被老師修改；
4.2 近月多了學生放學後在學校商場附近遛連；
4.3 關注 4A 班出席率。
以上問題有待校方查証後跟進。

5.

下學年每天早上將設有 10 分鐘班主任節，用以收功課及處理班務。 放學時間延遲至 3:15，
逢星期三的 OLE 時間將取消。欠交功課的學生須即日留堂。

6.

主席建議將歷年會訊上載到本會網頁，並請 WONG SIR 負責跟進及更新活動相片。

7.

MEMTORSHIP PROGRAMME 跟進
6 月 27 或 28 日放學後約 3:30 於本校舉行茶聚，將邀請舊生回來分享。

8.

SUBSTITUTE TEACHER GRANT
本會同意向教育局申請撥款，滾存結餘約為$900。

五. 下次開會日期
下次開會日期：
：
下次會議將於 2011 年 9 月 3 日(星期六)，2：30pm 於一樓會議室舉行。

簽署：

簽署：

________________
英文秘書
梁翠茵老師

__________________
主席
黎寶芝女士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