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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何澤芸小學家長教師會 

第九屆執行委員會 

第五次會議紀錄 

日期：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七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七時十分至八時四十分 

地點：聖公會何澤芸小學三樓會議室 

主席：湯偉民先生 

出席者： 張昌明校長、林美霞副校長、譚婉嫻副校長、黃子傑主任、梁漫思主任、 

 倪苑彤老師、鄭淑慧老師、麥佩盈老師、 

 湯偉民先生、梁安琪女士、李德儀女士、林蓉玲女士、劉靚女士 
 

列席者：温強健先生、周滿英女士 

缺席者：韓芳老師、唐晶晶女士、何家儀女士、黃萍女士、陳彩雁女士 

記錄：李德儀女士 

 

議程： 

一．祈禱 

張昌明校長 

 

二．審議及通過第九屆執行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紀錄 

張昌明校長動議，林蓉玲女士和議，出席會議的執委一致通過會議紀錄。 

 

三．報告事項 

1. 校長報告 

1.1 感謝家長教師會及家長義工一直以來對學校的支持及對學生之關愛。 

1.2 校方已擬定校舍檢查表，並由工友每星期作檢查及向總務主任匯報，以便即

時作出跟進，其間並沒有發現任何異常報告。 

1.3 第二次校車太平門檢查已於 2019年 11 月 22日下午三時進行，所有校車太平

門運作正常。 

1.4 因應近日發生的社會事件，校方曾計劃如常舉行本年度之無污染旅行，惟校

車公司負責人跟校方評估路面交通狀況後，建議更改旅行地點如下： 

 一、二年級：沙田彭福公園 更改為 屯門公園 

三、四年級：佐敦谷公園 更改為 元朗大棠郊野公園 

五、六年級：清水灣郊野公園  更改為 大帽山郊野公園 

 校方在 2019 年 11月 13日因應社會狀況持續不穩定，經法團校董會通過，以

及辦學團體及教育局同意下，議決由 2019 年 11月 14至 17日自行停課四天，

2019 年 11 月 14 日之無污染旅行亦暫停舉行，以確保參加者的安全。同日教

育局宣佈 2019 年 11 月 14 至 17 日，以及 18 日及 19 日相繼停課。在停課的

正常上課天裡，校舍照常開放，老師均如常回校工作，時間由上午八時三十

分至下午一時，班主任及科任老師更於 2019年 11月 18日給家長及學生撥打

陽光電話，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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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在停課的正常上課天裡校舍照常開放。 

b. 不可獨留子女在家，學生不要在街上流連，免生危險。 

c. 完成校方在學校網頁給予學生的功課/預習/溫習/閱讀等，以體現「停課不

停學」的精神。 

d. 密切留意校方在網頁及 parent app發放的訊息。 

e. 學生如有需要可穿著冬季校服回校。 

f. 如需任何協助，可與本校校務處聯絡。 

1.5 學校旅行改期於 2020 年 4 月 29 日(三)舉行，地點以最早的安排為準；2020

年 4 月 30 日(四)為佛誕假期，2020 年 5 月 1 日(五)為勞動節假期，學生可於

旅行後有充足的休息時間。 

1.6 在校方跟午膳供應商充分溝通後，午膳質素及安排已符合期望；此外，午膳

供應商已向校方發信證明，所有供學生食用的水果在內地供港後會先送到屯

門貨倉，再分送到各學校，中途不會經過油麻地果欄處理。 

 

2. 主席報告 

2.1. 第九屆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暨會員大會(7/12/2019) 

主禮嘉賓： 陳美鳳女士(香港聖公會輔導服務處註冊臨床心理學家) 

專題講座題目︰ 培養孩子的正向感及生命力 

會員大會內容： (1) 家教會會務及財務報告 

(2) 頒發獎項： 

‧2018-2019年度學業進步獎(小一至小五) 

‧2018-2019年度「家長學堂」學習獎狀 

(3) 頒發2018-2019年度家長義工感謝狀 

(4) 餘興節目：低年級歌詠團表演 

當日共有 70 位家長於活動後交回「專題講座問卷」(見附件)。 

 

2.2. 聖誕親子同樂夜(19/12/2019)  

(1) 學生、家長、教師共有 543人參加。 

(2) 「老友記到會餐盒專門店」為活動提供餐盒。 

(3) 當晚的活動包括聖誕服飾比賽、集體遊戲、抽獎等。 

(4) 感謝家長執委劉靚女士、李德儀女士、唐晶晶女士為活動選購精美

的抽獎禮物。 

(5) 感謝各位家長執委及顧問會員協助當晚活動的進行。 

(6) 感謝各位教師執委為活動作籌劃及帶領活動的進行。 

(7) 感謝黃子傑主任及劉靚女士擔任活動的司儀。 

 

2.3. 葵青區家長教師聯會代表報告 

(1) 本校代表湯偉民先生、唐晶晶女士及林蓉玲女士均無暇出席在 2020

年 1 月 2 日(星期四)舉行的會議，因此須等待會議紀錄完成後才可

得悉會議討論內容。 

(2) 林蓉玲女士代表本校出席 2020年 1月 18日(星期六)舉行的「家長學

苑結業禮」。 

(3)  2020年 4月 18日(星期六)將有「樂齡智慧產品大獎」比賽舉行。 

(補充：張昌明校長表示本校會派學生參加上述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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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財政報告 

 
 

四．檢討事項  

1. 第九屆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員大會事宜(7/12/2019) 

1.1. 準備工作及當日活動程序： 

(1) 原有 51 位家長答應到場領獎，但當中 23位沒有出席。 

(2) 由於部分缺席家長沒有預先通知，所以頒發獎狀時出現混亂，後來

已把獎狀正確地分發給相關家長。 

(3) 缺席家長中有 10位是小五、小六學生的家長，因要參加當日的升中

活動而未能出席會員大會。 

(4) 建議：留意與升中活動的舉行日期，會員大會避免與之撞期。升中

活動多在 11月底至 12月舉辦，會員大會宜在 11月中或前舉行。 

 

1.2. 專題講座： 

(1) 從收回的問卷中，家長大致滿意講座舉行的時間、地點和內容，認

為能達致期望，從講座中認識如何培養正向思維。 

(2) 家長提出的其他意見或建議：希望有茶點小吃／講座時間不足，未

能完成講座內容／講座進行時有供小朋友玩樂的地方。 

(按：「專題講座」問卷結果的數據及分析報告，詳見附件一) 

 

2. 聖誕親子同樂夜(19/12/2019) 

2.1. 行政安排： 

(1) 活動原定晚上六時半開始，可是大部分參加者約七點才陸續到達會

場，因此活動延至約七時零五分才正式開始。 

(2) 分發餐盒安排：今年分三張枱分派餐盒，參加者等候時間仍頗長。 

建議：下年可分五張枱分派餐盒，另外飲品可以分枱拿取，並舉牌

指示每張枱是派發甚麼食物。 

(3) 活動後禮堂遺下大量垃圾，如飲品罐。 

建議：下年選用紙包裝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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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餐盒質素： 

(1) 餐盒食品質素尚可，甜品一併放在餐盒內是可取的。 

(2) 到會公司提早在五時半把餐盒送抵學校，因此食用時餐盒已放涼。 

(3) 以$80的價錢來說，餐盒的份量略少。 

 

2.3. 比賽及集體遊戲： 

(1) 聖誕服飾比賽：參賽者由倪苑彤老師指導在台上「擺甫士」，安排甚

佳。 

(2) 集體遊戲：實際贈送給參加遊戲者的禮品數量比預計需要多，幸好

購買的禮品數量足夠送給參加遊戲者。 

建議：負責購買禮物者宜事前與遊戲設計者溝通，具體掌握各個遊

戲進行的次數和獲得禮物的人數。如預算許可，禮品數量宜

較寬裕，以應付突發需要。 

 

2.4. 活動氣氛：比賽及集體遊戲都能讓參加者和觀眾投入，氣氛整體不錯。 

 

五．討論事項 

1. 購買新春步行籌款公眾責任及意外保險事宜 

預計購買公眾責任保險約$1300，意外保險(以 300人計算)$400元，會由家教

會出資購買。 

 

2. 親子盆菜宴事宜(8/2/2020) 

2.1. 已派發家教會 10號通告邀請家長參加。 

2.2. 統籌小組成員：譚婉嫻副校長、梁婉麗主任、林蓉玲女士、何家儀女士。 

2.3. 工作分配： 

(a) 司儀：林蓉玲女士，也可邀請林女士的兒子劉家駿一同擔任司儀。 

(b) 席間活動／遊戲：譚婉嫻副校長、林蓉玲女士和何家儀女士商議，建

議可玩「找不同」、「Bingo」。 

(c) 抽獎：聖誕親子同樂夜仍有剩餘禮物，如小食和現金券。 

 

3. 親子聯誼活動(旅行)事宜(28/3/2020) 

3.1. 決定如常舉辦親子旅行。 

3.2. 負責本活動的家長執委包括湯偉民先生、林蓉玲女士、劉靚女士；負責

的教師執委包括譚婉嫻副校長及鄭淑慧老師。 

3.3. 因自助餐較受參加者歡迎，初步建議行程如下： 

早上：愉景灣／荃灣三棟屋(如前往三棟屋，需向康文署申請才可停泊旅

遊巴)  

中午：東涌 Novotel 酒店自助餐(每位價錢約$168)／葵涌工廈改建的酒店

(可容納到 200多人) 

下午：昂坪巿集 

3.4. 譚婉嫻副校長和鄭淑慧老師會就上述建議行程與旅行社商討及索取報價。 



5 

3.5. 其他曾考慮參觀的地點：雷公田牛奶農場、河背水塘、流水響、粉嶺鶴藪。 

 

4. 全學年三次考試事宜 

4.1. 現時情況： 

(a) 整體學生的學業成績有待進一步提升。 

(b) 測驗、考試、小測、默書次數頻密。 

(c) 兩次期考的考核範圍廣，增加學生的應試壓力。 

(d) 教學時間不足，教師欠缺空間回饋學與教。因考試只能掌握學生學到

多少，但沒時間跟進學生的學習進度。 

 

4.2. 改善策略： 

(a) 進一步發揮進展性評估(默書、小測)的功能(評估學與教成效)。 

(b) 進展性評估的考檢範圍只集中於 1-2單元或 2-3課。 

(c) 進展性評估的成績計算在全級學生成績排名內(1-4年級)。 

(d) 教師加強適時「回饋學與教」的工作，如安排在課堂講解或課後補課，

跟進學生的學習難點。 

(e) 考試考核的課文不與測驗考核的課文重覆。 

(f) 減少測考次數，增加全日上課日數，爭取教學時間。 

(g) 教師於課堂內以教學為主，盡量減少利用課堂時間來讓學生備試、跟

學生對卷，追收試卷等工作。 

 

4.3. 林美霞副校長的意見： 

(a) 三次或四次考試沒有好與壞之分。本校二十多年來都是安排四次測

考，惟觀乎現時很多學校都改為三次考試，成為大趨勢。改為三次考

試並非跟風，而是按大趨勢發展。 

(b) 不少學界活動或比賽都遷就大部分學校三次考試的時間表作安排，導

致本校未能參加部分校外活動或比賽。 

 

4.4. 家長執委的意見： 

(a) 青衣主恩小學實行三次考試，該校可把全部課本內容教完，不會跳課

來教，可見三次考試能讓教學時間更充裕。 

(b) 如校長只採納家教會家長執委的意見，恐不夠代表性，建議校方考慮

廣泛諮詢本校家長的意見。 

(c) 部分本校家長表示考試範圍廣，宜減少些，因不是所有學生都可以消

化大量的考試內容。 

(d) 老師最清楚教學的情況，因此教師對測考安排的意見最重要，會予以

尊重。 

 

 

 

 

 



6 

4.5. 張昌明校長的意見： 

(a) 現階段是就三次考試或四次測考尋求各持份者的意見，從而定出方向。 

(b) 校方考慮重點在於學生福祉，而絕不是為減輕教師工作量。因測驗只

考中、英、數、常，而考試範圍則包括口試及術科，出卷工作量亦大。 

(c) 就家長執委提出應廣泛諮詢本校家長意見一點，張校長表示可從本校

家長中抽樣組成焦點小組。若校方落實三考制，必會仔細考慮如何優

化學與教的質量，也會參考其他同樣考慮「四轉三」的學校經驗，如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4.6. 組過討論後，家長執委一致認同三次考試的安排。 

 

5. 家長工作坊或興趣小組事宜 

5.1. 建議可考慮舉辦遊學團，讓學生有機會到國外學習及觀光。 

5.2. 如學校舉辦遊學團，可與旅行社合作。 

 

六．臨時動議 

沒有 

 

七．下次會議日期、時間 

日期：2020年 5月 22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七時 

地點：聖公會何澤芸小學三樓會議室 

 

八．結束祈禱 

林美霞副校長 

  
 
 
 
 
 
 
 
 
 

   

記  錄：   李德儀女士  主  席：  湯偉民先生 

日  期：2020年 2月 27日  日  期：2020年 2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