筲箕灣東官立中學
第二十一屆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二次會議紀錄
日期：二零一四年二月十五日（星期六）
時間：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點：美術室
出席者：彭鳳琼主席
鄭克蘋副主席
鄧潤強司庫
鄺可如執委
林志君執委
鄧啟澤校長
甘阮麗芬副校長
古穎芬老師
張國豪老師
記錄者：李盈盈老師
請假者：周小燕執委、陳麗儀執委、錢皓文老師

鄭秀聰司庫
孫志榮副校長

一、 省覽及通過上次會議紀錄
1. 第二十一屆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一次會議紀錄（七）討論事項（7.1）審核 2013-2014 年度
本會全年工作計劃中的「第二十二屆周年會員大會會議日期」，將改於第三次會議（2014
年 4 月 12 日）議定。
2. 會議紀錄（六）檢討第二十一屆周年會員大會（6.4）中「彭主席指出，是次大會的選票派
發及指引清晰，候選人大綱以壁報展示，既環保又清楚」，「候選人大綱以壁報展示」修訂
為「以一頁 A4 單張展示四位候選人的政綱」
。此外，張國豪老師補充，周年會員大會當天，
候選人的政綱亦同時列印於 A1 的紙張，並張貼於會場壁報上供與會者閱覽。
3. 會議紀錄（五）校長報告（6）第四十六屆畢業頒獎典禮中「畢業頒獎典禮乃學校一型活動
之一」，「一型」修訂為「大型」。
4. 其他會議紀錄經與會者省覽確認，一致通過。
二、 跟進事項
1. 額外批核 2013-2014 年度本會資助學校活動撥款
1.1 張國豪老師指出，輔導組的「善用餘暇全方位暑期活動」撥款乃恆常撥款，每年由學
校支付一半費用，家教會支付另一半費用，上限為 5,000 元。由於此項撥款乃恆常支出，
故不用計算於「2013-2014 年度撥款申請」的項目中。
1.2 張國豪老師指出，上次會議討論撥款申請時，遺漏「服裝時裝雜誌」1,000 元的申請。
經會上各執委商議後，同意批核該項申請，撥款申請總數由 32,800 元增至 33,800 元。
三、 主席報告
1. 「東區升中選校巡禮」
「東區升中選校巡禮」於 11 月 23 日於勵志會梁李秀娛紀念小學舉行。是次活動由東區學校
聯絡委員會主辦，邀請了東區 32 間中學設置攤位及展板，藉此向小六學生及其家長介紹各
中學的特色。當天，本會家長委員亦有到場，協助老師派發學校資料，並解答現場學生和家
長的問題。此外，學校向來賓展示得獎的機械人設計，並安排同學負責介紹及操作，成功吸
引很多家長和學生前來參觀。當日共派發了約 1,000 份學校資料，反應相當理想，舊生會副
會長樊容昌先生更特意前來支持及拍照。彭主席建議明年此活動可請家長義工協助，如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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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料等。鄧校長回應，學校歡迎家長義工前來協助，惟因會場場地有限，主辦單位限制
各校派出的義工人數，恐未能容納過多家長義工。甘阮麗芬副校長補充，就本年度「東區升
中選校巡禮」而言，主辦單位規限每所學校派出八名義工出席，名額已包括家長、老師及學
生。
2. 畢業頒獎典禮
畢業頒獎典禮於 12 月 6 日舉行，邀請了主禮嘉賓陳大枝先生、校管會主席及委員、舊生會
主席及校友、家教會執委等出席，頒發各項獎學金及傑出表現獎。此外，當天亦有學生表演，
尤以舞蹈學會的中國舞最精彩，相信老師和同學花了很多時間練習。是次中國舞表演，服裝
及頭飾均由家教會資助，別具民族特色。
3.「與青少年同行秘訣」家長講座
「與青少年同行秘訣」家長講座於 12 月 7 日舉行，由本校社工羅銘心姑娘主講，通過短片播
放、小組討論，協助家長有效地與子女溝通，減少親子間的衝突。是次講座內容豐富，連同
家長委員，共有十多名家長參加，鄧校長當天亦出席支持。
4. 周年燒烤晚會
本年度燒烤晚會已於 12 月 13 日順利舉行，當天參加的家長和學生人數超過 170 人，舊生會
有 8 人出席，連同歷屆家長教師會的主席和委員，參加人數可算歷年之冠。舊生會送出的禮
物包括無線滑鼠、8GB USB、麥當奴禮券、雪糕禮券、家庭用品等。由於禮物已相當豐富，
故家教會原先準備的十多份禮物（共值 396 元）將留作周年旅行抽獎之用。燒烤晚會共預訂
了 190 個燒烤包，每包原價 34 元，特價 33 元，本會收取每位參加者 70 元的費用，較上年
增加 10 元。是次活動本會共津貼 263.5 元，符合原定的 1,500 元津貼上限。本年度燒烤晚會
的燒烤包改為向永成行訂購，用料和味道不俗，惟燒烤包和麪包均有剩餘，明年可酌量減少
訂購數目。彭主席藉此機會，感謝林志君執委、鄺可如執委和周小燕執委負責安排食物及抽
獎禮物；張國豪老師、古穎芬老師和李盈盈老師負責統籌及擔當司儀的工作；錢皓文老師負
責當晚的拍攝工作。各人分工合作，晚會得以順利完成，希望明年大家繼續努力。彭主席更
建議明年可邀請家長義工協助當天的工作。
5. 「第二十屆家長也敬師運動」
本校響應由教育局、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香港教育城及星島日報舉辦的「第二十屆
家長也敬師運動」，於一月下旬向全校中一至中五同學派發約 600 張敬師卡，讓同學向老師
表達謝意。
四、 校長報告
1. 水運會
本年度水運會於 11 月 22 日順利舉行，當天有不少家長到場為子女打氣。是次水運會使用
的維多利亞公園室內泳池乃剛翻新的場館，惟新場館開放的場地有限，其中一面的觀眾席
不予使用，故觀眾席擠迫，空氣亦欠流通。反之，參賽的健兒則感到場館氣溫太冷。鄧校
長希望日後場館的環境能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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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畢業頒獎典禮
是次畢業頒獎典禮，除中國舞的服裝及頭飾外，當天的食物也由家教會資助，食物豐富美味。
當天邀請了家長、舊生及其他學校友好前來，場面熱鬧。綜合老師及來賓的意見，本校學生
受教、表現有禮，深受來賓讚賞。此外，當天的會場佈置豐富多彩，於禮堂內、學校門口、
有蓋操場的馬賽克壁畫上掛上活動旗幟，表演跳舞的同學更協助邀請來賓於馬賽克壁畫前拍
照，藉此留下美好的回憶。是次畢業頒獎典禮得以成功舉行，鄧校長藉此機會感謝甘阮麗芬
副校長的帶領，以及各位老師的協助。
3. 上學期考試及中六級模擬考試
中一至中五級上學期考試及中六級模擬考試已順利完成，老師正忙於計算分數、入分、撰寫
評語及製作成績表等工作。
4. 「自動心臟去顫器」培訓課程
本校因應社會需要，於 1 月 7 日安排 10 位老師參加「自動心臟去顫器」
（AED）培訓，培訓
為時一整天，校長亦有參加。鄧校長希望學校能於本學年添置「自動心臟去顫器」
，一旦有
人受傷，獲受訓合格的老師便可為傷者處理。根據文獻及專家所言，當發生事故，若能及時
為傷者作出恰當的處理，其病患的生存率得以提升。本校將於稍後時間舉辦有關講座，向同
學介紹「自動心臟去顫器」。
5. 上學期獎項
上學期各獎項的得獎名單已詳列於本校 1 月份通告內，包括香港學校朗誦比賽（中文、英文
及普通話組）
、數理科選拔賽、服裝設計大賽、設計與科技挑戰賽等，家長可閱覽有關通告。
此外，本校同學剛於 1 月份，由高家浩老師帶領參加「稻草人設計及製作比賽」，獲得全港
冠軍。
6. 多元智能躍進計劃
本校 20 位中二級同學於 1 月 20 至 24 日前往元朗八鄉消防訓練學校參加「多元智能躍進計
劃」
，是次計劃為期五日，參與同學需進行不同的訓練，如爬山、步操等。1 月 24 日當天，
本校安排旅遊巴接載家長、老師及同學前往訓練學校參加受訓同學的畢業典禮，場面溫馨
感人。
7. 紐西蘭考察活動
鄧校長將於 2 月 15 日至 22 日代表教育局前往紐西蘭考察，鄧校長離港考察期間，將由孫
志榮副校長代為管理學校事務，鄧校長亦會以電郵方式與學校保持緊密聯絡。
五、財政報告
1. 2014 年 2 月份財政報告
孫志榮副校長報告，到目前為止，戶口結存為 74,265.15 元，加上舊生會獎學金 4,000 元、家
教會會費 62,720 元、邱韞華校友獎學 2,000 元、家校合作委員會撥款 14,811 元及家教會燒烤
晚會收費 11,830 元，總收入為 169,626.15 元。扣除支出合計 55,045.7 元，現金結存為 114,580.45
元，現金結存包括各項由校友、老師捐出的獎學金，扣除合共 37,734.35 元的獎學金，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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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動用資金結存實為 76,846.1 元。各項的收入和支出，詳情見「筲箕灣東官立中學家長教師
會二零一四年二月份財政報告」。
2. 家校合作委員會撥款
本校每年均向「家庭與學校合作委員會」申請常務及活動津貼，本年度獲批的常務津貼為
4,811 元，活動津貼為 10,000 元。活動津貼乃實報實銷的，所有餘下的津貼必須交還政府。
3. 資助學生境外學習捐款
孫志榮副校長報告，資助學生境外學習捐款結存原為 15,160 元，扣除共 8,000 元的機械人大
賽資助，資助學生境外學習捐款結存實為 7,160 元。
六、討論事項
1. 籌備 2013-2014 年度周年旅行
1.1 本年度家教會旅行定於 3 月 16 日（星期日）舉行。
1.2 與會者於會議上閱覽天祥旅遊服務中心（下稱「天祥旅遊」）及樂天旅遊（香港）有限公
司（下稱「樂天旅遊」）的旅遊報價單，經與會者商討後，一致選定由「樂天旅遊」提供
的「啟德郵輪碼頭、富琴農莊、如心木化石公園、悅來酒店自助餐一天遊」
（以下簡稱「一
天遊」）行程，行程豐富吸引，相信能吸引家長及學生參加。
1.3 根據「樂天旅遊」提供的報價單，選定的「一天遊」行程收費為每位 180 元，經與會者
商討後，由張國豪老師負責向「天祥旅遊」查詢是否有同類行程。若「天祥旅遊」能提
供同類行程而收費低於「樂天旅遊」
，則選擇由「天祥旅遊」承辦；若「天祥旅遊」與「樂
天旅遊」的收費相同，則決定試用「樂天旅遊」這家新的合作伙伴。
1.4 是次旅行預計有 116 人（兩架旅遊巴）參加，費用為每位 180 元，本會將贊助每名參加
者 40 元，津貼上限為 5,500 元。參加者只須付 140 元，大小同價，家長及子女一同參加
者優先參加。
1.5 古穎芬老師指確定行程的詳情後，會於 2 月尾派發周年旅行的通告。
2. 籌備 2013-2014 年度開放日活動
2.1 本校開放日將於 3 月 7 日（星期五）及 3 月 8 日（星期六）舉行，家教會獲分配一個攤
位及津貼 300 元。張國豪老師已聯絡各家長執委的子弟負責設計攤位遊戲的內容，而攤
位的壁報佈置，則由錢皓文老師及學生負責。
2.2 開放日當天，家教會遊戲攤位需安排家長義工駐守。張國豪老師指出，根據早前派發的
問卷，共有三名家長能出席 3 月 8 日的開放日，張國豪老師已將有關名單交予鄺可如女
士，以作進一步聯絡。此外，部分家長執委亦表示能抽空出席開放日，並協助駐守家教
會遊戲攤位。
七、其他事項
1. 中三選科講座
古穎芬老師指出，本校中三選科講座分別於 2 月 10 日及 3 月 27 日舉辦。此外，鄧校長補充，
教育局亦於 2 月至 4 月舉辦四場「高中課程及選科簡介」講座，家長可自行上網報名，有關
詳情已列於本校派發的二月份通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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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舊生會周年大會暨新春聚餐
甘阮麗芬副校長指出，舊生會每年舉辦的新春聚餐，均預留兩席予本校，一席予老師及學生
代表，另一席予家長執委。本年度新春聚餐將於 3 月 22 日晚上 8 時於灣仔合和中心七樓薈
軒舉行。經與會者討論後，共有 6 位家長執委出席，相約當天晚上 6 時 45 分於灣仔地鐵站
內恆生銀行集合，一同前往聚餐地點。此外，彭鳳琼主席指出，本會獲邀參加舊生會新春聚
餐，宜送贈禮券予舊生會。經與會者一致決定後，今年致送 800 元（100 元一份，共 8 份）
百佳禮券予舊生會，作新春聚餐抽獎禮物之用，並由甘副校長聯絡舊生會會長樊容昌先生，
及由鄺可如執委負責購買禮券。
3. 家教會春茗
家教會本年度春茗於今天舉行，古穎芬老師指已於筲箕灣明星酒家預訂一席，歡迎各家長執
委於會議後一同前往。
4. 五十周年金禧校刊派發事宜
甘阮麗芬副校長指出，五十周年金禧校刊已順利出版，共 180 頁，以全彩色印刷。甘副校長
藉此機會感謝家教會的支持，特別感謝部分家長執委接受校刊訪問，每位家長執委將獲贈校
刊一本。此外，本年度入學的中一新生及上學年中六畢業生亦獲送贈金禧校刊一本，至於中
二至中六級同學，可以成本價每本 30 元購買，校方亦歡迎中一新生及家長訂購更多的數量。
校方將於 2 月尾向學生及家長派發通告，以便收集訂購數目。
5. 畢業生出路及中一自行報名人數
甘阮麗芬副校長指出，本校除繼續參加 11 月 23 日「東區升中選校巡禮」外，亦於 10 月 26
日參加了於北角衛理中學舉行的「東區升中講座展覽」，藉此宣傳本校的特色及拓展生源。
此外，本校今年更於學校外牆掛上兩幅大型旗幟，以展示本校去年中六畢業生的出路情況。
本校去年共有七成畢業生繼續於本地升學，另有百分之十一的畢業生前往國內及海外升學。
甘副校長表示本校有八成以上畢業生繼續升學，乃大家群策群力之成果，而中一自行收生報
名人數亦見逆流而上，報名情況理想。全港中學適齡學童正逐漸減少，本校所屬的東區更是
全港第二重災區，面對這樣的處境，區內很多英文中學的中一自行收生報名人數亦相應減
少。在大家的努力宣傳下，本校的中一自行收生報名人數反而增加約 20 名，這實有賴家長
執委的幫忙，以及家教會在人力物力上支持，於展覽會上到場支持及協助講解，希望家教會
明年與本校攜手合作，繼續努力。
6. 致家教會的文件處理
本校教師執委已協助把收到的文件分類，例如一般信件、參考文件、其他學校家教會活動、
講座、典禮及需採取行動的文件等，以便主席作進一步處理。
散會時間：正午十一時十五分
主席：
記錄者：
簽核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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