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瑞祺(喇沙)書院 

2012-2013 年度 

 家長教師會第十五屆執委會 

第五次會議紀錄 

 

 

日    期： 2013 年 6 月 8 日（星期六） 

時    間： 下午 2:30 – 5:00 

地    點： 一樓會議室 

出席委員： 李少芬女士(主席)、樊慧嫻女士(副主席)、盧碧恩女士(總務)、

黃嘉儀女士(總務)、黃鳯雲女士(聯絡)、陳家成副校長(副主席)、

李丁亮校長(顧問)、舊生林展逸先生(顧問)、社工吳錦騰先生(顧

問)、李寶珠老師(總務)、羅日梅老師(中文秘書)、何藹琳老師(稽

核)、黃永坤老師(聯絡)  

列    席： 黎寶芝女士(永遠榮譽會長)、柯振澄前副校長(附屬會員召集人)  

缺    席 :  鍾偉萱先生(司庫) 、黃美珍女士(康樂)、黃志堅老師(康樂)、 

梁翠茵老師(英文秘書)、 

紀    錄： 羅日梅老師 

 

一、 通過 2012 -2013 年度家長教師會第十五屆執委會第四次會議紀錄 

 

二、 報告事項  
 

1.  1.1 財政報告 (四) (14/04/2013 至 08/06/2013)  

承上結餘：$  248,073.32 

收入    ：$    2,800.33 

支出    ：$    3,083.30 

結餘    ：$  247,790.35 

 

1.2 通過修正財政報告 (一) 至 (三) 。修正詳情如下： 

       財政報告 (一) (01/09/2012 至 10/11/2012)  

承上結餘：$  232,325.64 

收入    ：$   35,580.63 

支出    ：$   17,494.40 

結餘    ：$  250,411.87 

 

財政報告 (二) (11/11/2012 至 05/01/2013)  

承上結餘：$  250,411.87 

收入    ：$   72,340.63 

支出    ：$   47,271.60 

結餘    ：$  275,480.90 

 

財政報告 (三) (06/01/2013 至 13/04/2013)  

承上結餘：$  275,480.90 



收入    ：$   37,655.92 

支出    ：$   65,063.50 

結餘    ：$  248,073.32 

 

 

2. 銀行户口事宜 
 本會已收到銀行通知，家長教師會第十五屆執委會的新簽名正式生效。 

 簽名必須由甲組「家長代表」中任何一位和乙組「教師代表」中任何一位

共同簽署方為有效。 

甲組「家長代表」 乙組「教師代表」 

李少芬女士(主席) 

樊慧嫻女士(副主席) 

鍾偉萱先生(司庫) 

陳家成副校長(副主席) 

李寶珠老師(總務) 

黃永坤老師(聯絡) 

 
3. 敬師及心意咭製作活動 (2 & 3/5/2013) 

      3.1 活動當天共有 40 多位家長義工參與，提供共 30 多款美食，場面熱

鬧，以此表達本會對學校和所有教職員的支持和鼓勵。李少芬女士(主

席)、樊慧嫻女士(副主席)和鍾偉萱先生(司庫)等家長委員在場協助。

教師感謝家教會眾多家長的熱情款待和心意，感覺溫暖，衷心感激。 

本會特意感謝黎寶芝女士(永遠榮譽會長)贊助活動$2000，黎美玲女士

籌辦贊助不銹鋼暖杯一事以及一班家長在杯上親手印上花紋。約 100

隻暖杯已於當天送予全禮教職員。 

 

     3.2 舊生家長陳崇意女士親手製作精美的心意咭已由各班的同學簽名並

送贈予班主任，今年心意咭內附各班班相，教師表示更具紀念價值，

感謝家教會安排。 
 
4. 九龍城區聯會「家校合作顯關愛」嘉年華 (17/5/2013) 

      當天李少芬女士(主席)和鍾偉萱先生(司庫)代表出席，感謝 205 童軍旅旅

長雷健泉先生安排攤位「一飛衝天」以及 6 位在場協助的童軍。 
    
5. 「如何避免子弟沉迷網絡遊戲」家長講座 (25/5/2013) 

      當天為黃色暴雨，但仍有 40 多位家長到場，講者的前線工作經驗豐富，

較着重家長接受時代轉變的態度。是次講座共收回 29 份問卷，超過八成

的家長對講座內容表示滿意或以上。 
會上建議以後講座座位的排列收窄行間的距離，每邊為 8 張座椅。另外，

如有需要，請講者使用擴音器，方便後排家長接聽。社工指出該議題切

合本校學生需要，適合以工作坊或小組形式延伸。 
 



6. 會訊 
      排版工作大致完成，感謝舊生家長白太、黎寶芝女士和其他委員的努力，

共印刷 3000 份，暫定六月底派發。 

      付印公司報價： 

(1) E-print  共$2566 (已獲八折及加運輸費) 
(2) Instant Data Form 共$6900 (每份$2.3) 
會上通過選用 E-print 印刷。 

 

三、 討論事項 

   

1. 中六畢業及頒獎禮 (10/7/2013) 
     學校邀請中大校長沈祖堯先生擔任主禮嘉賓，同時發信邀請本會主席李少

芬女士擔任頒獎嘉賓，本會榮譽會長、所有家長委員及贊助畢業生賀卡的

舊生家長陳崇意女士同獲邀請出席是次活動。 

     當天本會會訊和附屬會員申請表會一併派予畢業生家長。 
 
2. 中一新生註册日 ( 11 & 12/7/2013)  

      本會和往年一樣負責向新生和家長講解中一新生須知，唯地點因禮堂舉

行散學禮而需轉在一樓課室，有待陳家成副校長(副主席)跟進，黃鳯雲

女士(聯絡)負責聯絡家長義工。 
 
3. 九龍城區學校「優秀家長」嘉許禮 (13/7/2013) 
   活動地點為華德學校，本年度共有 5 位家長獲得提名，分別為 
   (1) 2A 蔡俊濤家長 梁國美女士  (2) 2C 李煒軒家長 劉敬蓮女士 
   (3) 3D 卓奕鋒家長 葉麗珍女士  (4) 4A 黎廷睿家長 楊蔚青女士 
   (5) 4D 鍾朗維家長 鍾偉萱先生 

   經商議，分別由(3)、(4)、(5)三位家長獲選接受嘉許。 
 
4. 中一新生家長輔導日 (24/8/2013) 
   當日依舊安排其中一節由本會介紹家教會的角色和工作，黃鳯雲女士(聯

絡)負責聯絡家長義工。 
 

5. 第十五屆會員大會及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 

   5.1 第十五屆會員大會暨家長委員選舉將於 12/10/13 舉行，細節待定。 

5.2 學校將於 31/8/2013 正式成立法團校董會，本會需於下學年選出一名

家長校董和一名替代家長校董。經商議，會上通過由李少芬女士擔任

來年的選舉主任，方便安排相關選舉工作的細節。選舉將於會員大會

當天舉行。 



 

6. 代課教師津貼(Substitute Teacher Grant) 
       陳家成副校長報告學校代課教師津貼數額如下： 

承上結餘：$  82,154.36 

今年增加：$  26,252.18 

結餘    ：$ 108,406.54 

       另外，下年度開始教統局將會以一筆過支付方式代替現時實報實銷

的代課教師津貼，多於 30 日的代課則可另行申請。 

 

四、 其他事項 

1.  學生會「聯校饑饉」活動 

       學生會擬與劉金龍中學於 30/06/2013-01/07/2013 主辦「聯校饑饉」活動，

希望引起同學對世界貧窮和本港露宿者的關注。經商議，會上以 6 票支

持贊助 $2000，1 票支持贊助 $1500 通過贊助該次活動 $2000，並要求

學生會遞交活動報告，以作來年是否贊助該類活動的參考。 

 

    2.  Mentorship Programme 

        15/07/13 放榜日會邀請舊生導師回校協助畢業同學選校及商討出路等

問題，並招慕下學年的舊生導師。 

 

    3.  職業輔導組老師將於 13/07/13 舉辦關於副學位課程講座予中六同學，歡

迎家長參加。 

 

五、 下次開會日期 

下次會議將於 7/9/2013(星期六)，下午 2：30 於一樓會議室舉行。 

 

 

簽署：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 

中文秘書：羅日梅老師 主席：李少芬女士 

日期：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