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佐榮學校家長教師會 

第十五屆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22 年 9 月 24 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二時正 

地點： 三樓會議室 

主席： 林玉英女士 

記錄： 莫嵐晴女士 

出席： 鍾寶來校長、廖嫦娟副校長、文建邦主任、陳慧思主任、張韻思老師、 

 洪雅思主任、祝靜儀主任、胡嘉玲老師、夏倩老師、曾敏珠老師、胡兆麟老師、

吳瑞瑩老師、林玉英女士、鄭寶雪女士、莫嵐晴女士、李穎賢女士、余琼珠女士、

高詠賢女士、吳嘉琪女士、張雅儀女士、朱蕙芬女士、余曼玲女士、吳綿綿女士 

缺席： 郭嘉裕老師、陳思穎女士 

 

會議前鍾校長作出自我介紹及闡述個人理念： 

1. 以學生整體利益為先 

2. 事件是否會影響校譽 

3. 個別學生利益 

4. 全體仝工利益 

5. 仝工個人利益 

 

甲.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鄭寶雪女士動議，莫嵐晴女士和議，通過前次會議記錄。 

 

乙. 報告事項 

 

1. 2022-2023 家長教師會委員及職位 

顧  問： 鍾寶來校長 

主  席： 林玉英女士 

副主席： 鄭寶雪女士、廖嫦娟副校長 

秘  書： 莫嵐晴女士、文建邦主任 

財  政： 李穎賢女士(正)、陳慧思主任(副) 

康  樂： 余琼珠女士、張韻思老師 

聯  絡： 高詠賢女士、吳嘉琪女士、洪雅思主任、祝靜儀主任 

委  員： 張雅儀女士、吳綿綿女士、朱蕙芬女士、陳思穎女士、 

余曼玲女士、胡嘉玲老師、吳瑞瑩老師、夏倩老師、 

曾敏珠老師、郭嘉裕老師、胡兆麟老師 
  

銀行戶口授權簽署人，詳情如下： 

帳戶名稱：The Hong Kong Chinese 

Women's Club Hioe Tjo Yoeng Primary 

       School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帳戶號碼：024-223-069139-001 

銀行更新一：主席由林玉英女士接任陳如蘭女士 

銀行更新二：李穎賢女士為(正司庫)、陳慧思主任為(副司庫) 

司庫兩名不變。但因銀行更新條款，轉名資料需與會章相符，特此通知。支

取款項時，支票須經主席、副主席、正副司庫四人中之兩人共同簽署及加蓋

會印，方能生效。簽署兩人當中，必須為家長委員及教師委員各一人。 

 



 

2. 小一迎新日 

於 2022 年 8 月 30 日順利舉行，由於疫情尚未緩和，故此校方只邀請家教會主席

及副主席，以簡報形式向家長們介紹本會活動。廖副校長代表學校感謝主席、副

主席及各位委員的付出，當天的運作十分暢順。 

 

3. 敬師日 

於 2022 年 9 月 8 日順利舉行，家長教師會經各委員商討投票後，訂製刻上老師名

字的精美電話座匙扣及製作心意卡以表謝意。一共 81 個匙扣，合共 HK$2,025.00。

當日主席及副主席於早會上以敬師愛生精神等例子與同學分享。 

老師們亦非常感謝家長為他們安排的小禮物。敬師日當天的活動花絮亦已上載於

學校的網頁。 

此外，主席亦就此感謝各委員的參與，踴躍提出意見及投票，令項目得以順暢進行。 

 

4.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申請 

本年與以往一樣，向政府申請本年度的兩項津貼。分別是家長講座以及親子活動，

每項申請均為 HK$10,000，現待審批階段。 

 

5. 運動會、中華文化日日期 

運動會暫定於 2023 年 3 月 1 日(星期三)在小西灣運動場舉行，校方需視乎當時疫

情而決定是否如期如舉行，如未能到運動場舉行運動會，將會改為校內運動日。 

中華文化日將於 2023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三)舉行，冀望本學年之中華文化日能以

實體進行。 

 

6. 財政報告 

上年度總收入為 HK$58,960.00，總支出為 HK$43,109.95，盈餘 HK$15,850.05。 

 

7. 更新社團註冊 

因應警務處社團條例，如社團中幹事有所更改都必須要呈報。經過上次會議後，

本會中的幹事有所更改，而我們亦向警務處呈報。 

而家長教師會的銀行戶口（恒生銀行）亦已聯絡有關更改，我們必須等待上一次

的會議紀錄通過後才可預約時間作出相關程序的修改手續。 

本會已向警務處呈報了本會之以下人士及職位： 

主 席：林玉英女士 

副主席：鄭寶雪女士、廖嫦娟副校長 

司     庫：李穎賢女士 (正)、陳慧思主任 (副) 

以及將呈報，顧問為鍾寶來校長。跟 IMC 顧問處理呈報一致。 

完成的相關手續後，大概要 4 個到 8 個星期後，會收到書面通知。 

 

 

 

 

 

 

 

 

 

 

 

 



丙.  討論項目 

 

1. 2022-23 年度舉辦的活動及贊助資金，詳列如下： 

  21-22(支出) 22-23(預算) 

1. 敬師日致送教職員禮物 $2,016.00 $2,500.00 

2. 舊校服回收及義賣(捐款) / / 

3. 贊助聖誕聯歡會禮物及食品 $23,800.00 $28,000.00 

4. 津貼校隊制服、出賽後食品及飲品 / $10,000.00 

5. 贊助畢業禮飲品、禮物及食物(包括贈送果籃) $7,341.63 $10,000.00 

6. 贊助家長義工興趣小組 / 4 班$800.00 

7. 贊助家長義工日營、學期末聚會茶點/活動 

(申請家長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撥款) 

/ $3,000.00 

8.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9,000.00 $9,000.00 

9. 籌辦畢業聚餐 $1,802.32 $2,000.00 

10. 小一迎新飲品 / / 

 

備註: 以下為本次財政預算之更新資料 

a. 贊助聖誕聯歡會禮物及食品︰以 18 票贊成，0 票反對，由 HK$25,000 上調至

HK$28,000。另外廖副校長提示必須保留正式發票，不接受白頭單，而購買時

亦需根據全體家教會委員的意見。 

b. 津貼校隊制服、出賽後食品及飲品︰15 票贊成，0 票反對，恢復津貼 HK$10,000 

c. 贊助畢業典禮飲品，禮物及食物 (包括贈送果籃)︰以 18 票贊成，0 票反對，

由 HK$8,000 上調至 HK$10,000 

d. 贊助家長義工興趣小組︰以 18 票贊成，0 票反對，由 HK$450(6 班)上調至

HK$800(4 班) 

但由於上述 4 項均增加了撥款，故此於本學年結束後，本年度有機會可能出現財

政赤字。 

 

2. 會費徵收及日期 

10 月內將發通告徵收會費，並會列出各項用途。今年的會費仍維持$80.00，以每

個家庭為一個單位，並以支票或電子支付(Grwth Pay)繳交，但需注意 Grwth Pay

是會按比例收取手續費。 

 

3.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安排 

上學年校方申請了兩項活動，各取得 HK$10,000 津貼，但只成功舉辦了家長講座，

使用了 HK$4,800。故此家長講座及親子活動餘額的 HK$15,200 將退還給教育局。

廖副校長補充有關津貼中，有以下兩項限制︰(i)活動必須在校外進行；(ii)飲食用

途最多佔 10%。 

 

4. 家長講座 

家長講座將於 2023 年 1 月 7 日下午 2 時舉行，主講人及講題將於會後各家長委員

商討後再作決定及告知校方。 

經各委員商討後以 18 票贊成，0 票反對，通過家長講座將於家長日同步以實體及

YouTube 形式直播，方便未能出席或家長日未能及時收聽的家長再回顧。 

 

 

 

 

 



 

5. 家長興趣班 

家長興趣班只提供給家長義工參加，將提議和諧粉彩班、油畫班、皮革工作坊、

及布藝工作坊。但因導師收費昂貴，故需時搜集及格價。而因應疫情，有關興趣

小組應為配戴口罩的活動。 

 

6. 檢討家長義工活動及本年度安排 

校方已於 9月發出通告招募家長義工，通告中已列明家長義工的條件。 

收到回覆有大概 100 多名家長參加義工。圖書館及壁畫各 30 多人，中文及英文伴

讀各 10 多人，而最踴躍的是帶領小一、小二校外參觀，大概有 50 人。 

校方亦希望將於 11 月初邀請家長義工到校幫忙作圖書管理員、中文及英文伴讀計

劃、小一及小二外出參觀及校內運動日等，希望家長義工能踴躍參與。而中華文

化日及運動會亦需要家長義工參與，屆時按實際情況，將再發通告招募義工。 

由於家長義工經常進出校園，故此根據教育局指引，到校的家長義工必須符合「疫

苗通行證」要求。此外，上年度未向家長義工發出感謝狀，故於 10 月將會補發給

各家長義工。 

 

7. 親子日營安排 

由於疫情關係，現階段舉辦大型活動仍存有風險。故此以 18票贊成，0票反對，

通過本學年不會舉辦親子日營。 

 

丁. 臨時動議 

1. 校友會及家教會壁報 

校長建議使用流動壁報板，方便全校學生較容易觀看壁報之內容。 

 

2. 至「營」學校認證計劃 

這計劃需要老師及家長委員一同擔任委員，以監察、制定健康飲食之方案。現欲

邀請家教會主席及副主席擔任此計劃之委員。 

 

3. 上課前側門及正門安排 

一般來說側門大概於上午 7 時 30 分開放，而學校正門於上午 7 時已開放的，故此

學生於上午 7 時至 7 時 30 分之間到達學校，如果遇上下雨天，學生可以從正門進

入校園。而校方亦會於早會時再次提醒各級學生相關安排。 

 

 

 

 

 下次會議日期：2022 年 12 月 3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