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瑞祺(喇沙)書院
2015-2016 年度
家長教師會第十八屆執委會
第二次會議紀錄
日
期：2015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六）
時
間：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
地
點：六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雷慧芬女士(主席)、陳家成副校長(副主席)、黃嘉儀女士(副主席)、盧淑芬女士(司
庫)、周白云女士 (聯絡)、龍易瑋女士(總務)、李丁亮校長(顧問)、社工吳錦騰先
生(顧問)、何藹琳老師(稽核)、黃永坤老師(聯絡)、謝家佩老師(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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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芬女士(前
主席)、樊慧嫻女士(前主席)
缺
席：梁帆先生(舊生代表) 、許貴英女士(康樂)、馬德懿女士(總務) 、李寶珠老師(總務)
、黃志堅老師(康樂)
紀
錄：謝家佩老師 (秘書)
一. 通過 2015 - 16 年度家長教師會第十八屆執委會第一次會議紀錄
二. 報告事項
1. 周年大會檢討
10/10/2015 本會周年大會及家長校董選舉均順利完成。是次大會參選的委員自動當選。
而(副主席)黃嘉儀女士當選家長校董。當日共有 51 名家長會員出席，主要是中三級家長。
當天頒發證書有欠漏，建議改善：事前向領獎學生說明如有錯亂，事後由黃志堅老師跟
進。
2. 財政報告 ( 1/9/2015 – 14/11/2015)
承上結餘：$247,219.85
收入
：$ 13,680.32
支出
結餘

：$18,311.10
：$ 242,589.07

3. 執委會註冊跟進及確認銀行簽名
陳副校長報告已完成社團記錄事宜。而銀行簽名事宜已由柯振澄先生處理中，有關手續
要預定日期、時間、分行，須簽名之委員將作跟進。
4. 中一家長教師茶聚
活動已於十月二十日，下午 4：30 – 6：45

在本校禮堂順利完成，當日共有 92 位家長

出席，氣氛良好。活動安排老師家長先享受茶點，然後讓家長與各中一班的正、副班主
任及任教主科的老師交談，使家長更清楚了解不同學科的課程內容及學生於不同課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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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活動程序恰當，建議來年繼續。當天茶點份量足夠且美味，多謝總務龍易瑋女士
妥善的安排。
5. 班際陸運會家長教師競步接力賽
陸運會的家長教師競步接力賽已於 30/10/2015 順利完成，本會更囊括冠亞季軍。當日共
有 12 位家長，組成 3 隊參與。有鑑於部份家長，未懂競步正確姿勢及規則，故建議下年
度賽前由學生示範正確姿勢並邀請體育科主任黃德誠老師說明規則及嚴守賽制，可取消
違規隊伍之成績，以保持賽事公平。
6. 「新高中畢業生的本地升學選擇和途徑」講座
活動已於十一月七日假本校課室舉行，共有 45 位家長出席，感謝李寶珠老師籌備是次活
動，資料詳盡。講座內容簡報將上載學校及本會網頁。因是次講座報名出席家長有 20
名，故建議改善通報：派發通告日另加手機短訊。活動前再發手機短訊溫馨提示家長。
三. 討論事項
1. 「附屬會員」招募事宜
至今新舊會員共 30 人已繳交會費，有關事宜將由柯振澄先生繼續跟進。
2. 本年活動計劃
2015 年
10 月 10 日

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及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一次會議
第三屆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

10 月 20 日

中一家長教師茶聚

10 月 30 日

班際陸運會打氣及家長教師競步友誼賽

11 月 7 日

家長講座：「新高中畢業生的本地升學選擇和途徑」

11 月 14 日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二次會議

11 月 22 日

九龍第 205 童軍旅旅慶

12 月 5 日

中一入學簡介會

12 月 12 日

家長講座：「新高中畢業生的內地及海外升學選擇和途徑」

12 月 13 日

WATOTO 音樂會

2016 年
1月

九龍城區聯會第十三次家長教師周年大會

1月9日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三次會議

1 月 31 日

家長日講座

2 月 18,22,25 日

校際陸運會打氣

3 月 13 日

春日聯歡親子遊

4 月 16 日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四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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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至 5 月

九龍城區聯會「家校合作顯關愛」嘉年華

5 月 18 至 20 日

敬師及心意咭製作活動

5 月至 6 月

家長講座

6月4日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五次會議

7月

第十四屆九龍城區學校「優秀家長」嘉許禮

7月6日

畢業典禮

7月7至8日

2016-17 年度中一新生註冊日

8 月 20 日

中一新生家長迎新日

9月3日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六次會議

3. 財政預算
經商討及修改後，通過 15-16 年度財政預算
預計收入

：$ 125,140.00

預計支出
：$ 138,136.80
預計結餘 (虧損) ：($ 12,996.80)
4. 第 205 童軍旅旅慶
本會獲邀出席 22/11/2015 於本校禮堂舉行之 46 周年旅慶及頒獎典禮。
5. 中一入學簡介會
中一新生簡介會將於 12 月 5 日下午 2:30 舉行，屆時校長介紹本校重要資訊、學生代表
分享校園生活點滴，而家長義工負責接待。周白云女士負責招募家長義工。義工們當天
下午 1:45 集合於校內以便事前簡報。
6. 內地及海外 (英、美、加、澳、台) 升學講座
12/12/2015 將於本校禮堂舉辦兩場免費講座，對象是中五及中六家長，歡迎家長出席兩
場講座。有關通告將於日內派發並附手機短訊提示。周白云女士負責招募家長義工以協
助活動。
第一場

第二場

時間：

2：30 – 3:30pm

時間：

4：00 – 5:00pm

升學地區：

內地、台灣

升學地區：

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

主講單位：

學友社

主講單位：

IDP Education Limited

費用：

$1,300.00(學校支付)

費用：

免費

7. 聖誕聯歡燒烤晚會
原定 12/12/2015 於校內舉行，因翌日舉行 WATOTO 音樂會，為免師生家長勞累，故議
決取消是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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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ATOTO 音樂會
本會將負責第 2 場音樂會的表演者及工作人員之部分膳食。黎寶芝女士(永遠榮譽會長)
將安排十數名家長義工贊助上述膳食。另誠邀家長義工協助：帶位、攝影、售賣紀念品
等事宜。最後歡迎各委員踴躍參加是次音樂會。
9. 家長日講座
31/01/2016 下午 12：30 至 1：30 將於本校禮堂舉行家長日講座。對象主要是初中家長。
建議有三：
1. 主題-親子關係-子女步入青春期。中大教育學院，專業顧問簡少薇女士主講。
2. 主題-青少年生活壓力。九龍醫院張醫生(舊生)主講。待覆，社工吳錦騰先生跟進。
3. 主題-親子衝突。資深青少年工作及親子教育工作者，羅乃萱女士主講。
講座預算費用為$5,000。
10. 春日聯歡親子遊
「春日聯歡親子遊」將於 13/3/2016 舉行。經商議後，由旅行社籌辦，建議活動內容：燒
烤、家樂徑、親子遊戲等。詳情待定，康樂許貴英女士負責跟進。
四. 其他事項
1. 舊生會將於 27/2 或 5/3 舉辦盆菜宴，歡迎本會參加。
2. 陳副校長報告本年度家校合作活動總資助額$15,129：經常津貼$5,129、家長講座$5,000、
領袖訓練$5,000。
3. 李校長預告 10-13/12/2015 喇沙會新主領 Brother Robert Schieler 訪港，喇沙會聯校將於
11/12/2015 設宴歡迎，現誠邀本會正副主席及家長校董出席。
4. 本會網頁將更新 2015-16 年度執委會名單。

五. 下次開會日期
下次會議將於 9/1/2016 (星期六)，下午二時三十分於一樓會議室舉行。

簽署：_________________
秘書：謝家佩老師
日期：

簽署：_________________
主席：雷慧芬女士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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