筲箕灣東官立中學
第二十一屆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五次會議紀錄
日期：二零一四年九月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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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鄺可如執委
陳麗儀執委
鄧啟澤校長
甘阮麗芬副校長
張國豪老師
梁栢欣老師
請假者：周小燕執委
記錄者：錢皓文老師

鄧潤強司庫
林志君執委
林謀坤副校長

鄭秀聰司庫
古穎芬老師

一、 介紹及確認校方新成員
由鄧啟澤校長介紹及確認校方新成員，家教會校方執委共有七位，分別是鄧啟澤校長、林謀
坤副校長（接替榮休的孫志榮副校長）
、甘阮麗芬副校長、古穎芬老師、張國豪老師、錢皓文
老師及梁栢欣老師（接替調任教育局的李盈盈老師）。
二、省覽及通過上次會議紀錄
林謀坤副校長指出，在第四次會議紀錄財政報告中，
「現金結存為 95,104.65 元」是正確的，惟
此結存乃截至本年四月底的財政紀錄，故此，
「筲箕灣東官立中學家長教師會二零一四年六月
份財政報告」，修訂為「筲箕灣東官立中學家長教師會二零一四年四月份財政報告」。
其他紀錄經與會者省覽確認，一致通過。
三、跟進事項
1. 會徽使用
古穎芬老師指出，按上年度會議議決，二十周年會徽使用一年，故此從第二十二屆家長教師
會開始，只使用舊有的會徽，新會徽將不再使用。
2.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網上操作系統
古穎芬老師指出，有關「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網上操作系統」
，學校代表古穎芬老師
及家長代表彭鳳琼主席各有一個密碼，密碼主要在申請撥款時使用。其他家長教師會成員
可隨時進入該網頁查看活動或課程資訊，無需密碼。
3. 健康校園計劃－－「溝通管教有妙法」家長加油站
古穎芬老師指出，本校已參與健康校園計劃，故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將提供不同活動供
本校參與。由於須趕及於上年度期末提交活動申請，因此較早前已請各執委於 Whatsapp 群
組討論活動內容及日期。與會者現一致確認，擬於 2015 年 4 月 18 日上午舉辦「溝通管教有
妙法」家長加油站，形式以工作坊或展覽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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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啟澤校長補充，健康校園計劃由禁毒處主辦，東華三院越峰成長中心乃協助於東區推行
健康校園計劃之機構，中心會向政府申請資源，為本校舉行活動。是次「溝通管教有妙法」
家長加油站屬於此類情況，因此學校無需繳付活動費用。

四、主席報告
1. 親子烹飪班
親子烹飪班已於 7 月 7 日舉行，原邀請前主席張慧貞女士教授家長及學生製作糕點，但張
女士當天抱恙未能到校，臨時改由江美珊老師代為主持，當日共有三個家庭參加，另外約
有十位同學一起參與，感謝校長、副校長和老師到場支持和拍照留念，場面熱鬧。
2. 中一家長迎新日
中一家長迎新日已於 7 月 19 日順利舉行，當天共有 111 個家庭參加，出席人數約佔中一
學生總人數九成，當日除向家長傳達學校的資訊外，學校亦安排茶點試食，同時邀得呂宇
俊先生作專題講座，講題是「親子關係升呢秘笈」
，出席的中一同學及家長反應相當理想，
有些同學講座後亦和呂先生拍照留念和購買呂生的著作，感謝各位執委出席支持。而當日
亦有向出席的家長派發問卷，內容包括家長專長及聯絡方法等，以便日後聯絡合適的家長
協辦家教會的活動。
古穎芬老師代主席補充，活動意向問卷調查統計已完成，調查結果見附件一。
3.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活動津貼
家教會每年都會向「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申請活動津貼，每項活動上限為$5,000，
最多可申請兩項活動津貼，而活動費用是實報實銷，餘下的津貼必須退還政府；學校以往
都是申請兩項講座津貼，考慮到去年的講座費用只是$3,500，剩下部份津貼再用以購買瓶
裝水，經大家商議後，今年決定申請一個講座，另一個為旅行活動，而旅行可盡量使用全
數津貼$5,000。
4. 家教會會訊
本年度家教會會訊共印刷 1,500 份，如期在 7 月初結業集會當天派發給全校老師和同學，
另新生註冊時送給每位中一新生，餘下的在 7 月 19 日中一家長迎新日供家長取閱。這期的
家教會會訊，無論在版面設計、圖片說明以致內容都十分豐富，煥然一新，感謝錢皓文老
師、李盈盈老師和甘副校長編制和全力統籌。
五、校長報告
1. 升留班情況
上年度本校已召開升留班會議，校長、副校長、班主任、訓導組及輔導組老師，在檢視學
生操行及學業表現後，決定同學升留班。中一至中五級均有小量學生需留班，亦有 20 多
名學生試升。本年要求試升學生於來年上學期統測表現有所進步，亦要求學生於本年 8
月 8 日繳交額外的功課練習。結果大部分學生都能繳交功課，其中 2 名學生因功課表現欠
佳，最終須留班。試升計劃的目的乃期望學生善用暑期鞏固所學，並增強其學習動力。
頁 2/5

2. 多元學習週
感謝家長教師會於多元學習週期間舉辦親子烹飪班，為學生提供學習機會。在多元學習週
期間，全體學生不必每天回校上課，以騰出時間讓老師完成學期末的工作。
3. 結業集會
感謝家長委員參與結業集會，並頒發榮休紀念狀予孫志榮副校長。
4. 中一派位情況
本年中一派位情況非常理想。雖然東區在全港學額過剩的區域中排行第二，但本校仍獲派
全數 124 位學生。基於東區各校協議，不另收派往同區的扣門學生，最終本年中一學生共
119 人（包括重讀生）
，即每班約 30 人。另由於適齡學童人數下降，音樂椅效應明顯，故
此本年較多中一學生為第三組別學生。中一每班 30 人則有助老師關顧學生，有助其學習。
5. 2014 年香港中學文憑試
2014 年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表現與老師預計的相若。本屆文憑試學生共 144 人，較上屆
為多，取得二等或以上成績的百分比略有下降。本屆部分科目取得五等或以上成績的百分
比較全港平均高，可見部分科目拔尖計劃已見成效。各科老師已就成績表現檢討，期望有
更加適切的教學策略，幫助學生應付未來的文憑試。
6. 中一迎新活動
7 月 22 至 25 日已舉行為期 4 天的中一迎新活動，例如步操訓練，以期望學生嚴守紀律，
學會遵守規則。另有兩星期的英語銜接課程，讓學生充實暑假，學好英文。
7. 開學禮
8 月 30 日則為中一開學禮，簡介本年學校發展，並有以時間管理為主題的講座。9 月 1 日
則為中二至中六級開學禮，當天亦舉行支票頒贈儀式，校友捐贈十萬元作獎學金，目的為
獎勵各級學業成績第一至三名學生，及在英文科表現優秀的學生，亦資助學生參與比賽或
交流活動。
8. 留校午膳安排
本年中一及中二學生須留校午膳。中二學生由班長及膳長自行管理分派午飯的秩序，中一
學生則由老師及領袖生協助，初步表現理想。
9. 2014-2015 年度教職員及學生人數
本年度教學人員共 53 位，10 月 10 日後則有 52 位，因將有老師退休，教育局亦事先安排
多一名教學人員於本校任教。本年共有 6 位新老師到任。全校學生總人數約 800 人。
10. 暑期翻新工程
本年暑期已進行多項校園翻新工程：
10.1 清除石棉工程：4 樓電腦室更換地板後，本校所有房間均沒有石棉成分。
10.2 防滑工程：已於梯級邊緣掃上防滑油，長遠將更換地磚，以保安全。
10.3 校務處工程：為便行政工作，校務處已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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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修補剝落石屎：暑假前已作檢驗，並於暑期期間重鋪石屎，以策安全。
10.5 天面防漏工程：已於暑假期間完成。
六、財政報告
1. 古穎芬老師報告，善用餘暇全方位暑期活動報告獎勵，乃由家長教師會恆常津貼。本年度
獎勵為：每班第一名可獲書券 200 元；第二名獲書券 150 元；第三名獲書券 100 元；第四
至八名各獲書券 50 元，合共每班 700 元書券獎勵。中二至中四級共 12 班即 8,400 元書券
獎勵，一如以往，本年家長教師會津貼其中 4,500 元，餘數由學校支付。此項乃家長教師
會恆常開支，故校方不會另行向本會申請撥款。
2. 古穎芬老師報告，為方便處理，中一學生影印費暫存於家教會戶口，影印費共 26 元。
3. 林謀坤副校長報告，根據上一份財政報告（「筲箕灣東官立中學家長教師會二零一三年四
月份財政報告」）
，戶口結存本為 95,104.65 元。於 5 月至 8 月 4 日，家教會收入共 2,130 元，
項目包括中一學生影印費、少年營商體驗計劃 2014、親子烹飪班；而支出共 16,652.20 元。
因此，截至 8 月份，家教會戶口結餘為 80,582.45 元，扣除暫存於本會戶口的獎學金，屬於
家教會的金錢為 42,848.10 元。另有資助學生境外學習捐款 4,850 元暫存於家教會戶口，惟
與家教會可動用財政無關。
七、討論事項
1. 周年會員大會事宜
1.1 周年會員大會將於 10 月 11 日（星期六）舉行，經與會者商討及最終議決後，流程如下：
1.1.1 第一項為致歡迎辭。
1.1.2 第二項為頒發獎項。
1.1.2.1 頒發感謝狀予上一屆執委，每名執委可獲感謝狀乙張。
1.1.2.2 頒發周年教育講座反思報告優勝獎，共有 15 個獎項，每組第一至三名得獎者
可獲得由家教會送贈的書券，其餘得獎者亦可獲獎狀乙張。
1.1.2.3 頒發「教職員長期服務獎」
（15 年或 20 年）
，獲獎老師各得紀念水晶擺設一份。
本年度教職員長期服務獎共有 6 位，紀念水晶擺設的價錢為每個 280 元，支出
共需 1,680 元。
1.1.3 第三項為通過周年大會會議紀錄。大會當天須通過第二十一屆周年會員大會紀錄。
1.1.4 第四項為主席報告。
1.1.5 第五項為財政報告。
1.1.6 第六項為動議來年會費，保持 80 元。
1.1.7 第七項為連任委員介紹。
1.1.8 第八項為候選委員介紹。
1.1.9 第九項為學校管理委員會委員選舉，委員任期為兩年。
1.1.10 第十項為投票時間。點票期間將安排表演節目，為時 20-30 分鐘。隨後公佈投票結
果。
1.1.11 會後進行第二十二屆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一次會議，互選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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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鄧啟澤校長建議，為吸引更多家長出席，尤其中一家長，本年可另外發出家長信予中一
家長，鼓勵其出席周年會員大會。與會者商討後一致同意此項建議。
1.3 甘阮麗芬副校長收集家長意見，查詢在周年會員大會前的「與班主任面談」時間是否足
夠。經與會者商討後一致同意維持 45 分鐘面談時間，由下午 1:30 至 2:15。
1.4 周年會員大會後設有茶聚，以自助餐形式招待來賓，家長可繼續與老師交談。現估計出
席的家長、老師和學生共 300 人，預留 7,500 元作茶聚開支，並由江美珊老師負責聯絡
本校午飯供應商丹尼食品有限公司訂購食物。經與會者商討後一致同意此項預算。
八、其他事項
1. 家長教師會獎學金事宜
古穎芬老師指出，過往家教會有資助學業成績獎共 7 項，中一及中二分別資助全級第一至
第三名共 6 項獎項；中三則資助全級第一名獎項。第一名 300 元，第二名 200 元，第三名
100 元，共支出 1,500 元。
甘阮麗芬副校長提出，因有校友捐出獎學金，獎勵每級前三名學生，故建議家長教師會獎
學金獎勵第四及第五名學生，總支出可維持 1,500 元。獎學金建議的詳情見附件二。經與
會者商討後一致同意此項建議。
2. 選出留任執委
由家長教師會執委會投票選出四位留任執委會的成員，每位執委以不記名的方式投選，並
即場點票。經點算票數後，彭鳳琼女士（13 票）、鄭克蘋女士（13 票）、林志君先生（10
票）及鄺可如女士（9 票）四位獲選留任。
［會後補充：鄭克蘋女士因個人理由，已辭去留
任執委會，並由第五高票的鄧潤強先生（5 票）留任。］
3. 親子烹飪班
張國豪老師指出，親子烹飪班學費收入 100 元，另於上次會議議決以 300 元作車馬費，費
用已用作購買超市禮券 400 元，使用限期為 2015 年 12 月 31 日。由於親子烹飪班當天，導
師張慧貞女士因病未能授課，故未有送出 400 元超市禮券。經與會者商討後一致同意，禮
券將在本年燒烤晚會中作抽獎之用。

散會時間：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主席：
記錄者：
簽核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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