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澳信義會小學家長教師會 

第二十屆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紀錄撮要 

 

日期: 2020 年 11 月 2 日(星期一)                            時間:2:00p.m-3:00p.m. 

地點: 家教會資源室 

出席: 陳文燕校長、葉秋麗女士、吳韻姿女士、秦淑群女士、杜樂婷女士、袁竹怡女士、 

黎嘉頴副校長、朱加生老師、翁冰敏老師、黃慧蓮老師、周秋香老師 

缺席: 李翔燕女士、吳美嫻姑娘 

記錄: 秦淑群女士、翁冰敏老師 

 
 

程序 

1. 祈禱—周秋香老師                

2.通過家教會第二十屆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記錄                                                                                  

3.報告事項   

a) 財政報告 

    截至 2020 年 11 月 2 日，共結存港幣$111,778.79    

b) 本會活動檢討 

i. 20/10/2020(二)家長義工迎新會 

l 家長十分踴躍出席活動，共有 44 人參加。 

l 活動有趣，家長們加深了彼此了解。 

ii.28/10/2020(三)與校長有約 

l 共有 85 人出席。 

l 校方為家長的問題作出即時回應，解決了家長不少疑慮。 

c) 報告活動情況: 

i. 家長校董選舉 

l 謝韻玉女士、袁竹怡女士參選  

ii.11-12 月小一童真童心家長義工培訓 

l 共 4 次培訓課：17/11 (二)、24/11 (二)、1/12 (二)、8/12 (二)  

l 時間為上午 11:00-下午 12:30。 

l 21/12/2020(一)舉辦小一聖誕聯歡會。 

l 因疫情緣故，活動形式可能改變。 

l 動用政府約一萬元資助。 



iii.11 月 17 日(二)下午 1:45–3:10 家聚 

l 主題：如何培育孩子從小學習數學 

l 講者：黃善銘主任（本校數學科科主任） 

l 共有 104 人報名。 

l 家長對講座很感興趣，樂於培育子女學習數學。 

iv. 11 月 21 日(六)校友家長分享會  

l 因家長會改為以 zoom 形式進行，所以是次活動取消。 

l 家長可於網上瀏覽「西貢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2020網上中學巡禮」網站搜集有關   

升中資料。 

v.上學期校園傳真邀請家委李翔燕女士撰寫家長心聲。 
 

4.商討事項:                                                                                                          

a. 2020-2021 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暨第二十一屆常委會選舉之安排(見附件一) 

b. 預告下學期家教會活動 (見附件二) 

c. 聯校家長講座事宜(若疫情嚴重，將取消實體講座，改為網上進行。) 

日期 主題 講者 

27/2/2021(六) 講座一：如何提升子女的上進心  

    及面對逆境的能力 

 

羅乃萱女士 

6/3/2021(六) 講座二：勇於管教  

･ 四種不同類型的管教模式 

･ 獎罰無效的五大原因 

･ 掌握五種愛的語言 

･ 管教的四大原則 

余國健先生 

d. 親子參觀事宜 

     à暫定內容為： 

l 一、二年級參觀益力多工場 

l 三、四年級參觀將軍澳百勝角的「消防及救護教育中心暨博物館」 

l 五、六年級參觀濾水廠 

l 後備參觀地點: 零碳天地 / 綠在觀塘 

e. 出席 2020 年 12 月 5 日(六)西貢區家長教師會聯會第十一屆會員周年大會暨優秀家長

及教師嘉許禮 2020 事宜 

l 議決：由朱加生老師代表家委出席 



 

f. 安裝家教會資源室多媒體影音系統及窗簾事宜 

l 為優化家教會資源室設施，添置了以下物品:  

- 多媒體影音系統($17,800.00) 

- 遮光用窗簾($2660.00) 

                                               

5.臨時動議  

a.親子旅行事宜 

l 因疫情緣故，一致通過取消今年家教會親子旅行。 

 

6.下次開會日期 (待定:下次會議是新舊委員分享會) 



港澳信義會小學家長教師會                 附件一 

2020-2021 年度會員大會暨第二十一屆常務委員會選舉及就職禮 

                             委員分工(Zoom 版)建議 
 
由於疫情關係，2020-2021 年度會員大會暨第二十一屆常務委員會選舉及就職禮 
將會以網上 ZOOM 方式舉行。 
 
日期: 12 月 11 日(五) 
時間: 下午 6:00-7:00 
預備工作  

崗位 工作內容 負責人 

1.統籌 a)統籌各預備小組之工作 

b)物色候選人(由家委協助) 

c)文件工作 

•30/10(五)派參選通告 

(9/11(一)候選人截止交提名) 

•1/12(二)派會員大會通告 

• 程序表 

• 選票(若多於 6 人，1/12(二)至 4/12(五) 網

上投票) 

• 全體老師分工表 

• 候選人通知書(朱加生老師事前致電候選家長

於 14/11(六)至 20/11(五)到本校錄影 2 分鐘

參選心聲) 

• 流程表(委員上台次序、座位等) 

• 工作報告(供主席報告家教會活動) 

• 講稿(供秘書及財政帶領會員通過 2019-2020

周年會員大會紀錄及財政報告的指引)  

• 會員名單(作點名用) 

• 選舉結果紀錄表 

 

d)其他 

•委員名牌、嘉賓襟花(如有) 

 

朱加生老師 

 

2.家長教育組 •領取小一家長教育課程證書家長名單 

 

黎嘉穎副校長 

3.宣傳及 

場務組 

•台上大字 

•當天貼嘉賓(如有)及委員等座位 

 

周秋香老師 

4.典禮組 •擔任司儀(預備司儀稿) 校方安排 



崗位 工作內容 負責人 

5.物資組 •準備委任狀、銘謝狀 

 

吳美嫻姑娘 

6.財政報告 •準備 2019-2020 財政報告 

 

杜樂婷女士 

7.家長義工組 a.禮物組 

•邀請家長義工準備約 200 份禮物給出席者。 

  (費用約共$2000) 

 

 

家委吳韻姿女士 

家委秦淑群女士 

家委李翔燕女士 

家委袁竹怡女士 

家委杜樂婷女士 

 
 

大會程序 

 

    

時間(下午) 事項 負責人 

6:00-6:02 (2’) 宣佈大會開始 司儀:翁冰敏老師 

6:02-6:04 (2’) 祈禱 待定 

6:04-6:20(16’) •致開會辭(歡迎家長並邀請非會員入會) 

及工作匯報 

•通過 2019-2020 周年大會會議紀錄 

•通過 2019-2020 周年大會財政報告 

葉秋麗主席 

 

秦淑群女士 

杜樂婷女士 

6:20-6:25 (5’) 報告獲得小一家長教育課程證書家長名單 司儀:翁冰敏老師 

6:25-6:30 (5’) 公布選舉結果 司儀:翁冰敏老師 

6:30-6:35 (5’) 頒授委任狀--新委員 (遞送委任狀) 待定 
6:35-6:40 (5’) 致送銘謝狀--舊委員 (遞送銘謝狀) 待定 

6:40-6:45 (5’) 新舊委員及嘉賓(如有)合照 新舊委員 

6:45-6:50 

(5') 

致謝辭 陳文燕校長 

6:50-6:55 (5’) 祝福 待定 

6:55-7:00 

(5')  

報告及宣佈散會 司儀:翁冰敏老師 



附件二 

2020-2021 年度家教會下學期活動建議 

日期 活動名稱 

26/1(二) 家聚(二) 

23/2(二) 新春團拜 

27/2(六) 

6/3(六) 

聯校講座 

18/3(四) 與校長有約(下學期) 

21/4(三) 

12/5(三) 

午膳監察 

10/5(一)-14/5(五) 回收校服 

25/5(二) 義賣校服 

8/6(二) 親子參觀 

22/6(二) 「家長也敬師」 

3/7(六) 「愛心家長」聯誼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