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 

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 

第一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九日(四) 

時間：  上午 9:15  

出席： 文慧儀女士、劉少卿女士、黃東鳳女士、李苑峰女士、張麗女士、 

林家華署任校長、周俊仁署任副校長、何沛凡主任、劉慧婷主任、 

胡珏柱主任、楊卓姮主任 

記錄： 劉少卿女士 

列席： 俞秀冰姑娘(社工)、梅達明舍監、羅潔霞姑娘、陳詠誼女士(張悅家長)、談

懿蕾女士(方心澄家長) 

缺席： —  

   

會議內容：  

   

1. 歡迎新一屆家教會委員 

 林家華署任校長歡迎及介紹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委員，包括： 

文慧儀女士(主席)、劉少卿女士(文書)、黃東鳳女士(司庫)、李苑峰女士 

(康樂)、張麗女士(宣傳)、林家華署任校長(副主席)、何沛凡主任(文書)、 

周俊仁署任副校長(司庫)、胡珏柱主任(康樂)、劉慧婷主任(宣傳)、楊卓姮

主任(家長義工) 

   

2. 歡迎列席之會員 

 主席歡迎陳詠誼女士(張悅家長)和談懿蕾女士(方心澄家長)列席是次會議。 

   

3. 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是次會議議程獲一致通過。 

   

4. 省覧上次會議報告 (2020年8月28日) 

 主席報告於 2020 年 8 月 28 日召開的第十五屆家長教師會第八次會議之會議

報告，已於第八次會議之會上通過，主席邀請委員省覧會議報告。委員就

會議報告沒有提問。 

   

5. 財務及各工作小組報告 

 5.1 委員會進行本年度財務核數 
  周俊仁署任副校長報告，經第十五屆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通過，

委任張悅家長及麥國材老師，擔任本年度義務財務稽核人。 

   

 5.2 2020-2021 年度 PTA 工作計劃 
  - 俞秀冰姑娘簡介草擬的2020/21年度PTA工作計劃（附件一），

當中包括行政工作、恆常活動和大型活動，並請委員提出意

見。 

  - 家長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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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現時只上半天課，家長需於中午回到學校接回子女，

因此難以像往年一樣到郊外旅行。 

  - 親子大旅行 

一般於 3、4 月舉行，根據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撥款要求，

活動需有 120名參加者。俞秀冰姑娘表示將先就不同活動，

如燒烤、鄉村俱樂部等取報價，再供委員討論，亦歡迎委

員隨時就活動地點提出意見。 

  - 周年晚宴 

計劃於 6 月舉行。 

主席建議可加入特定主題，如模仿比賽，以増添氣氛。 

  - 基於 2019 冠狀病毒疫情仍未穩定，而學校有機會需再次暫

停面授課程，委員認為部分活動可能未能如期進行，因此

同意需視乎疫情情況調整計劃。 

   
 5.3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申請結果 
  - 楊卓姮主任報告，本年度經常撥款獲批$5,740，而家長活動

和親子活動則各獲撥款$10,000，總撥款$25,740。 

 

 5.4 第十六屆第二至五次會議日期 
  - 家教會常務委員會第二至五次會議日期如下： 

會議日期 會議 時間 

21/01/2021  第二次會議 9:15a.m 

18/03/2021 第三次會議 9:15a.m 

20/05/2021 第四次會議 9:15a.m 

08/07/2021 第五次會議 9:15a.m 

 

- 議程及相關會議資料會於會前於學校網頁發放，並會派發

通告邀請家長會員列席會議。 

 

6. 討論事項 

 

 6.1 收集IEP意見 

- 林家華署任校長簡介個別化教育計劃的檢討結果和推行情

況。 

- 雅校一向以 ILP 為概念為全校學生制定個別化計劃，自

20/21 年度起，改以 IEP 概念制定個別化計劃，強調貫通式

專業團隊及家長參與，而計劃的目標須符合 SMART 準則，

即具體、可量度、可實現、適切和有時限。新學期開始，

班主任已邀請家長出席個案會議，共同為學生制定個別化

計劃，而 6 月則會邀請家長參與 IEP 檢討會議，檢討計劃的

進度。 

- 有關 IEP 的檢討和推行計劃，已咨詢第十五屆家教會的家長

委員，並得到家長委員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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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校長邀請委員就 IEP 表達意見。 

- 劉少卿女士表示歡迎有關修改，IEP 多了家長參與，能促進

家校溝通，有助制定適合學生的教育計劃。 

 

 6.2 修訂會章工作進 
  -   楊卓姮主任補充修訂會章之進展。第十五屆家長教師會已

成立修章工作小組，審視現有會章，並建議修改部分條

文，以完善本會會章。惜因疫情關係，會章的修訂版未能

按原訂計劃提交常務委員會和周年大會討論。修訂會章之

工作會由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繼續進行。 

  - 委員一致同意邀請工作小組原有成員，包括第十五屆家教

會主席賴燕芳女士和家長委員劉少卿女士留任，繼續工作

小組的工作。 

  - 由於工作小組其中一位家長的孩子已退學，稍後會物色另

一位家長代表填補空缺。 

 

 6.3 PTA 參與聖誕聯歡會安排 
- 楊卓姮主任表示，為避免聚集和保障學生健康，今年聖誕

聯歡會將改於課室進行，學生將透過視像觀看表演，和學

習製作小手工(天燈)，家教會委員可到各課室向同學派送禮

物(毛公仔)。 

- 委員將物色人選裝扮成聖誕老人，以增添氣氛。 

 

 6.4 舊書回收安排 

- 楊卓姮主任報告，因疫情關係，2020 年沒有舉辦舊書回

收。 

- 委員同意若疫情消退，復辦舊書回收。計劃於 2021年5-6 月

通知家長有關計劃，於 7月收集和整理書籍，並設立攤位送

出書本。 

- 陳詠誼女士指出，若復辦舊書回收，需預先尋找存放書本

地點。 

 

 6.5 常務會議安排 

- 委員一致同意，常務會議基本上亦會以實體會議進行，但

考慮疫情反覆，有需要時將透過 ZOOM或Teams等進行視像

會議。 

 

7. 校長報告 

請參閱附件二。 

 

8. 其他  

   

 8.1 2020/21 年度工作計劃 
- 家長旅行 (見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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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大旅行 (見 5.2) 

 

- 周年晚宴 (見 5.2) 

 

- 恆常活動 

 

- 聯校活動：仍與其他學校商討題目 

 

- 家長講座：計劃由社工督導主任帶領靜觀工作坊 

 

- 有機耕種：約於 3 月開始，由楊卓姮主任及可持續發展組安

排活動詳情 

 

- 興趣班：主題有待確定，歡迎家長委員提議 

 

- 畢業袍拍照：約 6 月尾/7 月初舉行 

 

- 小賣部：建議加入生涯規劃元素，如讓學生參與售賣小

食、入貨，令學生有實習機會。 

 

 8.2 填補家長委員空缺 
- 由於第十六屆家教會只有五位家長參選，還欠一位家長委

員，家長義工統籌一職暫時懸空。稍後會進行補選工作。 

- 談懿蕾女士查詢補選的程序及所補選的委員的職位安排。 

- 楊卓姮主任回應，今次補選，將會填補出缺了的家長義工

統籌一職。她補充，會章亦定明，常務委員會有權無須召

開會員大會而補選委員，以填補年中出現的空缺。稍後會

發通告邀請家長參選。 

- 劉少卿女士補充，她也是透過補選成為第十五屆家教會家

長委員。雖然只有她一位家長參與補選，當時她也有撰寫

參選抱負，之後由家長會員投票確認她出任家長委員。 

- 委員會贊成採用上一屆的做法，即在不召開會員大會下、

由會員投票確認委員資格。若只有一位候選人，確認票多

於不確認票即可成功當選；若有多於一位候選人，票數較

多的候選人即當選。 

 

9. 下次開會日期：2021年1月21日 

   

10. 會議於上午11:50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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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 

家長教師會年度工作一覽表 

行政工作 恆常活動 大型活動 
申請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活動資助 

負責「家長也敬師」活動 家長大旅行—本地遊 (學

生上課日舉行) 

 

於網上填寫家長活動及親

子活動資助報告 

拍攝學生個人照 親子大旅行 

 

每年舉行一次之周年會員

大會 
家長晚會教育講座 (按主題

而定) 

周年晚宴 

每兩年舉行一次之家教會

家長委員選舉 

壁報更換  

向警務處社團事務署申請

更改重要幹事資料 

家長義工興趣班(上、下學

期考試期間) 
 

更改銀行支票簿簽名 學生出路分享會 (成人服

務) 

 (按主題而定) 

 

每兩年舉行一次之家長校

董選舉 

下學期有機耕種班  

與主席、副主席及文書(教

師委員)擬訂每次常務委員

會之議程、討論項目及會

議記錄 

畢業袍拍照  

全年招募家教會會員(收會

費) 

每年發通告進行「舊校服

回收」、「舊書義賣」活

動 

 

全年招募家教會家長義工

會員 

家長義工檢討會議及聯誼

(自助餐) 
 

家長義工組會議 

 

學生暑期活動(視乎暑假工

程) 
 

申請教協家長教師會會員

證 

新生註冊及迎新日  

家長義工組檢討   

出版會訊   

寄發通告與聯屬會員並收

取會費及活動費用 

  

定期更新校網資料   

標書（邀請家長出席

TAC）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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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校長報告 

1. 學校重點視學 

學校的重點視學剛於 2020 年 11 月 5 日結束。此次視學的範圍主要是檢查學校從停

課（2020 年 2 月）到復課（2020 年 7 月）期間對學生學習和成長的支持。檢查員

肯定了我們所做的工作，並在口頭報告中提出了寶貴的建議。 

 

2. 家長校董選舉 

家長校董選舉投票日期由 2020 年 11 月 1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3 日期間舉行，結果

由小二甲一班陳建安家長當選為家長校董；彭靖家家長當選為替代家長校董，學校

恭賀兩位家長，並感謝家長承擔未來兩年家長校董的繁重工作。 

學校亦感激過去兩年黃建彥家長作為家長校董對法團校董會的貢獻。 

 

3. 學校處理意見及投訴機制 

學校處理投訴指引簡易版本有上載至學校網頁，家長可參考，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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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處理投訴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