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 

第十五屆家長教師會 

第七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四) 

時間:   上午九時十五分 

地點:   視藝室 

出席:   姚炳華校長(署任主席)，林家華副校長，王賽香女士， 賴燕芳女士， 

潘雅斯女士，張初霞女士， 劉少卿女士，胡萬菁女士，陳惠玲主任，  

劉慧婷主任， 劉學雲主任 ，楊卓姮主任 

記錄:   胡萬菁女士 

列席:   梅達明舍監，羅潔霞姑娘，龍又稱姑娘，俞秀冰姑娘， 

馬文俊署任副校長， 何沛凡主任， 張熙正主任， 陳詩兒老師， 

張悅家長，方心澄家長 

缺席:   - 

 

會議內容: 

 

1.      歡迎列席之會員及教學同事出席是次會議 

 

2.        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3.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2019年 9月 19） 

有關之會議記錄獲得通過。 

 

4.      跟進事項 

4.1     家長大旅行地點 

初步建議活動地點如下: 

• 朗屏士多啤梨園;  

• 流水響郊遊徑; 

• 有機農莊; 

• 馬灣大自然公園; 

• 北潭涌訪客中心及 

• 香港濕地公園。  

經家長委員及出席家長討論後，選出活動地點為香港濕地公園及舉行 

日期為 2020年 2月 12日（星期三）。本年度獲 EDB資助活動費用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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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親子大旅行地點 

初步建議活動地點如下: 

• 大棠有機生態園; 

• 蝶豆花園及 

• 新田邊境購物城 VR體驗。  

經家長委員及出席家長討論後，選出地點為蝶豆花園及舉行日期為

2020年 3月 14日（星期六）。本年度獲 EDB資助活動費用

$10,000。本年度獲資助金額較去年多， 希望今年參加人數能達 125

人。 活動費用將連同車費一併收取。由於活動需使用校車服務而車

費則按實際行車里數計算， 估計車費可能有差異， 若有差額則可能

需由家教會支付。此為家教會大型活動需較多人手籌備， 建議設立

活動小組共同協助。 

 

4.3      聯校家長講座 

將安排及已舉行的講座分別為: 

 

講座一 

題目：如何協助發展子女的情緒智商能力 

日期：2019年 11月 28日 

報名/出席人數：10人/3人 

 

講座二 

題目：「特殊需要信託」家長講座 

日期：  2019年 12月 4日 

報名/出席人數：20人/14人 

 

講座三 

題目：「聆聽孩子心」家長講座 

日期： 2020年 3月(暫定) 

 

4.4      校本教育講座 

由生涯規劃組與家教會聯合舉辦家長講座，藉以向家長介紹特殊需要 

學生進入職場需具備的重要技能 (已舉行) 

講座：你不可不知道的職場技能-《玩出個未來》家長講座 

日期：2019年 12月 10日 

報名/出席人數： 20人/4人 

當天講者匡智會送出桌上遊戲， 現將三份存放在家資室供各會員借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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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及各工作小組報告 

5.1      財務報告 

截至 19年 12月 12日結餘為$11,047.50。 

5.2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透過申請資助， 本年度獲得資助金額合計$25,633分別為： 

• 經常津貼 $5,633 

• 家長活動 $10,000及 

• 親子活動 $10,000 

 

5.3      家長義工第一次會議報告 

截至 2019年 12月 11日， 參加家長義工人數共 29人， 其中四名小

一班及一名輔初班。 小賣部將在本學期加開一次， 日期定為 2019

年 12月 19日。 

 

6.      討論事項 

6.1      加建工程興建室意見 

校舍加建工程已展開， 校方已就加建工程後的校舍空間運用方案向 

各同事收集意見。 在會議中向各家長委員及出席家長收集意見，建 

議如下： 

• 擴大學生女廁或調動學生男女廁 

• 圖書館 

• 無障礙設施（如：自動門） 

• 家長資源室置於地下 

將向全校家長發出通告收集不同意見。 

 

6.2      討論聖誕聯歡會家長遊藝活動及撥款確認 

活動於 2019年 12月 20日（11：35-11：50）舉行，建議與學生進

行遊戲， 並通過撥款金額不多於$500以購買禮物。 

                
 

6.3     修改會章工作進展及修訂程序 

過去透過不同途徑讓會員發表對修訂會章意見， 總結如下： 

 

形式 結果 

通告 共發出 205份 

• 收回 162份表示沒有意見 

• 收回 1份提出意見 

• 尚未簽回 42份 

電郵 並沒有收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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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修訂會章公開

諮詢會 

 

只是第一場有一位家長出席並提出建議 

家長晚會 

- 跟進出席晚會的 5

位家長 

  (尚未交回通告) 

當晚 4位家長缺席，只有 1位家長出席(表

示沒有意見) 

 

現成立由家教會委員組成的「修章委員會」， 負責將之前收集的所

有意見整合而得出一個新會章建議。 然後透過通告向全校會員再徵

詢意見， 待整理意見後並公開討論，在 PTA會議內通過定稿， 最後

在會員大會內通過會章。 

 

7.      其他報告 

7.1     校長報告 

     7.1.1   有關 11月份午膳事宜， 因社會事情而引致有 8日停課， 考 

慮減輕家長壓力，校方作出一次性的特別安排， 把原本 11月

收的長月費改為短月費， 但 11月份的收費已過數，故將改在

2020年 1月份替代。 

7.1.2   校舍加建工程已於 9月份展開， 為減低工程時所產生的噪音 

及塵埃， 校方與承建商達成共識，所有大型車輛進出《一線

天》時間為每日 8時前。 

7.1.3   本校學生獲得不同的校外獎項 

• 第十四屆觀塘區傑出學生（初中組及高中組） 

• 第 38屆蜆殼港島青商展能學童獎學金 

• 敏捷慈善基金 

• 中國信託慈善基金 

7.1.4 根據「創前程」(Go Beyond)課程調整生涯規劃課程，透過不 

同渠道進行各項訓練體驗 

• 模擬 cafe 

• 工作實習機會 （紅十字會順利宿舍） 

• 添置職業測試訓練儀器， 與職業治療部合作進行職業

訓練 

7.1.5   本校有三名老師參加創新教師計劃， 透過在外地進行不同的 

體驗和考察。 

7.1.6 訓輔組申請優質教育基金（QEF)$50,000， 透過不同活動/學 

習，培養學生正面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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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事項/臨時動議 

8.1     關於第 26屆家長也敬師活動， 由即日起至 14/2/2020可於網 

站下載電子版「敬師卡」， 經討論後建議將取回紙本「敬師

卡」發給各學生家長。 

8.2 關於本學年的星期五課堂， 由於有較多星期五為學校活動假

期， 有家長擔心因而影響學生學習。 家長建議能否由其他日

子調動，藉以平衡課堂節數，亦能讓學生有足夠課堂學習。 

8.3 家長表示在 eclass接收通告方便， 建議能否增加備註欄及透 

過 eclass提示家長 PTA開會日期。 

 

9..     下次會議日期 

20/02/2020 (9：15am) 家政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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