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家長教師會 

第七屆執行委員會 

第六次會議記錄  
日期: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七時正 

地點: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三樓會議室 

主席: 曾慧儀女士 

記錄: 李素蓉女士  
議程: 

一、 祈禱 

     張昌明校長  
二、 審議及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湯偉民先生動議，李碧雲女士和議  
三、報告事項 

  甲、校長報告 

1. 感謝家長執委及家長義工對學校的支持及愛戴，給予無私的奉獻。 

2. 校舍大修工程已經展開，校舍舊翼外牆將會髹上白色、粉藍色及

深藍色；籃球場會重鋪地面，所有課室的百葉窗簾、部分課室的

電風扇及各樓層走廊的前燈亦會更換。 

3. 城市清潔公司將承辦本校 2016-2017 年度校舍清潔服務。 

4. 小童群益會長亨服務中心於暑期為本校學生開辦「學習新一派」

活動。 

5. 本年度小一新生家長會及簡介會於 2016 年 6 月 18 日(星期六)舉

行。 

6. 下年度運動會於 2016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一)舉行。 

7. 本校校友會周年大會暨第四屆校友會理事會就職典禮於 2016 年7

月 2 日(星期六)舉行。 

8. 葵青區小學巡禮於 2016 年 9 月 3 日(星期六)舉行。 

9. 下雨天，學生可穿着黑色水鞋上學。 

10. 基督顯現堂詩班將進行三天訓練(2016 年 6 月 18、25 日及 7 月 2 日)。 

11. 暑假期間，本校將與聖公會林護中學合作，由就讀該校的本校畢

業生為本校學生提供英文課堂。 

12. 基督顯現堂的鄧碧華姑娘(Annie)將於下年度逢星期四到校當值。 

13. 全校課室的學生枱椅將會更換，新枱椅以塑膠為主要材料。禮堂

亦會增添塑膠座椅，供家長會及講座使用。 



 

  乙. 主席報告 

1. 感謝家長義工於中國文化日中幫忙製作水餃、年宵義賣活動。 

2. 新春步行籌款暨親子盆菜宴於 2 月 27 日(星期六)進行，盆菜宴

參加人數：家長、學生、教師及校友共有 156人(13 席)。感謝

湯偉民先生、李素蓉女士、湯堅庭同學、彭昕禧同學擔任盆菜

宴司儀，席間設抽獎及問答環節。 

3. 3 月 18 日(星期五)舉行法團校董會 2015-2016 年度家長校董選

舉(上午 7:30-下午 7:00)，感謝多位家長義工到場協助投票的進

行，以及感謝李碧雲女士於下午 7:00 到校監察點票過程。選舉

結果：湯偉民先生當選家長校董，李素蓉女士當選替代家長校

董，任期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 

4. 4 月 16 日(星期六)舉行親子聯誼活動，活動地點：馬屎洲、綠

田園、 天水園嘉湖海逸酒店宴會廳自助午餐；報名參加人數：

會員 341、非會員 54，實際參加人數 390，由新天地旅行社帶

團。 

5. 5 月 13 日(星期五)舉行「心肺復蘇法」家長講座，醫療輔助隊

派出 2位醫生及 8位導師到校進行 2 小時活動，包括講解、示

範及實習；報名參加的家長人數 41人，實際參加人數 32人，

另有張校長、譚副校長及老師共 8位參加。所有參加者獲醫療

輔助隊贈送紀念品乙份。 

6. 「愛心全達與你童步」的運動鞋已送給有關學生。 

 

 

丙. 財務報告 

     內容見附件一。 

 

四、檢討事項 

1. 中國文化日(5/2/2016) 

今年比往年多設攤位，但少了競技活動。就觀察所得，學生喜

歡玩攤位遊戲，年宵義賣玩具攤位也受歡迎，義賣咖哩魚蛋更

在短時間內被搶購一空，建議明年預備較多咖哩魚蛋作義賣。 

2. 新春步行籌款暨親子盆菜宴(27/2/2016) 

共有 156 人參與步行活動，12 位同學參加攝影比賽，參賽作品

已上載本校網頁；盆菜由忠誠盆菜館供應，質素不錯，該公司

除了提供免費送貨服務外，也免費提供枱椅、食具、飲品及侍

應，服務良好，建議明年繼續採用這公司。 



 

3. 家長校董選舉(18/3/2016) 

當日投票時間由上午 7:30至下午 7:00，能配合在職家長到校投

票的時間，建議來年繼續此項安排。 

4. 親子聯誼活動(16/4/2016) 

活動順利進行，共有 341位會員及 59位非會員參加。馬屎洲風

景不錯，但由於當天地面濕滑，山路對於長者及幼小而言較為

辛苦；嘉湖海逸酒店提供的自助餐食物豐富，受參加者歡迎。 

5. 「心肺復甦法」家長講座(13/5/2016) 

活動順利完成，參加者投入參與，建議日後再次舉辦。 

 

五、討論事項 

1. 追認更改本次會議日期事宜 

   一致同意通過追認更改本次會議日期。 
 

2. 追認通過法團校董會 2015-2016 年度家長校董選舉結果事宜 

一致同意通過追認通過法團校董會 2015-2016 年度家長校董選舉

結果。 
 

3. 追認購買新春步行籌款公眾責任及意外保險事宜 

   一致同意通過追認購買新春步行籌款公眾責任及意外保險。 
 

4. 家教會戶口結餘轉至法團校董會戶口事宜 

� 本校法團校董會已為本會於東亞銀行開設支票戶口，該戶口

的有效簽署與聖公會何澤芸小學法團校董會其他賬戶之有效

簽署式樣相同。本會原於匯豐銀行的戶口需要取消，結餘則

轉至法團校董會為本會開設之東亞銀行戶口。 

� 一致同意通過本會將匯豐銀行戶口的結餘轉至法團校董會為

本會開設的東亞銀行戶口。 
 

5. 津貼每名小六畢業生港幣 10元參加畢業謝師茶會事宜(30/6/2016) 

一致同意通過津貼每名小六畢業生港幣 10元參加畢業謝師茶會。 
 

6. 晴、雨天放學及學生常備雨具安排事宜 

由於天氣不穩定，建議學生常備雨具回校，讓放學過程順利。 
 

7. 分班機制事宜 

來年度編班安排稍有變動：二年級除了設有普教中班外，亦設英

文科「拔尖」班，其他年級的編班安排則保持不變。 



 

8. 三、六年級課後增潤課事宜 

2016-2017 年度，三、六年級學生將會參加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該兩級學生於新學年每星期留校一次，參加中、英、數

增潤課程。 

    

9. 回收及分派學生舊校服事宜 

於 7 月 11 日至 15 日回收校服，並安排家長於 7 月 18 日到校取

校服。 

 

10. 顧問會員事宜 

一致同意通過現屆主席曾慧儀女士，以及溫強健先生及周滿英女

士擔任本會的顧問會員。 

 

11. 2016-2018 年度午膳供應商遴選及收費事宜 

早前由伍主任、劉楚模主任、王惠貞老師，以及家教會執委李適

韻女士和李素蓉女士審閱十二間飯商的標書，並且給予評分。本

校安排獲最高分數的三間飯商到校，向教師、家長及學生提供試

食。試食後獲最高評分的是新 5餐公司，該公司將於未來兩年為

本校學生供應午膳飯盒。 

 

12. 2016-2019 年度校車服務商遴選及收費事宜 

今年只有運通巴士公司入標，故此本校將繼續由運通巴士公司提

供校車服務，車費亦會有輕微提升；本校建議該公司加開路線，

以接送居於海濱花園、映灣園、環宇海灣等青衣區外的學生。 

 

13. 2016-2017 年度家教會會費事宜 

一致同意通過來年家教會會費為$40。 

 

14. 2016-2017 年度敬師日活動安排事宜 

一致同意通過購買不多於$5000 禮物致送全校教師。 

 

六、臨時動議 

下年度九月舉行第八屆執委會委員選舉，將會邀請所有家長會員投

票，選出八位正選執委，兩位列席執委。 



 

七、下次會議日期及時間 

    日期：2016 年 11 月 4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7 時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記錄: 李素蓉女士                     主席: 曾慧儀女士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