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瑞祺(喇沙)書院 
2008-2009 年度 

 家長教師會第十一屆幹事會 
第二次會議記錄 

日    期： 200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六） 
時    間：下午 2:00 – 6:30 
地    點：一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崔慧賢女士(主席)、陳崇意女士(副主席)、柯振澄老師(副主席)、李少芬女士(司庫)、

麥雪芬老師(英文秘書)、麥謝家佩老師(中文秘書) 、何藹琳老師(稽核)、江笑芳女士(飯
堂監委及聯絡)、陳詠儀女士(飯堂監委)、黎寶芝女士、鄧小燕女士、施健群校長(顧問)、
社工馬運東先生(顧問)、黃志堅老師 

舊生代表：雷健泉先生（因事請假） 
其    他：李寶珠老師、黃永坤老師（因事請假） 
記    錄：麥謝家佩老師(中文秘書)  
 
一. 通過 2008-09 年度家長教師會第十一屆幹事會第一次會議記錄。 
 
二. 報告事項： 
1. 財政報告： 
截至 2008 年 9 月 30 日的結餘為$105,201.07  
   
2. 周會員大會報告 

i) 出席人數：是次大會，總人數約有 200 名會員出席。 
ii) 時間：2:30-4:30pm. 
iii) 建議：○1 招待會員之茶點可豐富些（預算每位:$8-$10）。 
            ○2 增設「認識各班主任」環節 
 

3. 畢業及頒獎典禮 
學校誠邀家教會主席及委員出席本年度畢業及頒獎典禮，詳情如下： 

i) 日期：2008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五) 
ii) 時間：下午 5:00 開始 
iii) 地點：本校禮堂 
iv) 主禮嘉賓：香港浸會大學校長吳清輝 

為改善畢業生之儀表，有關邀請信內將強調注意裝束（整齊校服），屆時將有老師提點有關禮儀。 
 
4. 陳瑞祺小學到本校參觀及探訪: 

i) 日期：2007 年 11 月 23 日(星期日) 
ii)  時間：9:00am -3:00pm  
iii)  校方邀請本會協助是次項目，詳情由崔主席、柯副主席跟進。 

 
三. 討論事項： 
1. 申請代課教師津貼 

全體通過 0708 年度收支，申請上述津貼。 

 
 

收入 $35,428.76 支出$9,000 結餘$26,428.76



2. 財政報告及預算 
全體通過下表各項預算。      
               

項   目  2007-2008 年度   2008-2009 年度  備    忘 

承上結餘        
a. 往來戶口結存  55,400.48  67,104.28      
b. 儲蓄戶口結存  37,885.60  38,095.99      
c. 現金結餘   0.80  0.80      
  銀行戶口結存 93,286.88    105,201.07     
     實   際   預   算    
收入項目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a. 會費 - 0809    19,400.00    32,000.00      -    9 月份已收取會費：$19,400 
b. 家長捐贈    -      -    -      
c. 利息收入    210.39    -    -      

d. 教統局撥款- 
常務津貼 (type I) 

              
3,890.00           

4,100.00  
           

-    見0708第6次會議紀錄 

 講座津貼 (type II)  2,700.00    2,700.00  -    見0708第6次會議紀錄 

 活動津貼(type II) 2,800.00           2,700.00       -            見0708第6次會議紀錄 

 聯校津貼(type III) -                 8,000.00       -            見0708第6次會議紀錄 

e. 文娛康樂- 
春節聯歡晚會 

24,125.00          12,000.00     -            
參看去年門劵收入,不包括贊

助&義賣 

f. 家長興趣班 37,501.00    35,000.00  -      
    總收入 90,626.39  96,500.00  -      
 銀行戶口結存 + 總收入 183,913.27  201,701.07      
         
常務              

a. 會員大會       581.80          
2,000.00  

屬於大型會員活動， 

可以提供小食 

b. 郵費/運費    133.00        300.00       今年活動多 

c. 畢業典禮花籃    350.00        1,000.00     去年有贊助 

d. 九龍城家教會聯會會費   300.00        300.00       每年必須支出 

e 雜項撥備    -             1,000.00    飲品/影印 

  常務 - 結餘 1,364.80    4,600.00   
親職教育             
a. 家長分享會            

b. 家長教育講座/工作坊             
3,600.00           

2,700.00  政府批核 type II: $2700, 但賬簿是

$2300 + $1300 = $3600 (見0708第
6次會議紀錄) c. 雜項撥備              

1,500.00  
 親職教育 - 結餘 3,600.00    4,200.00   
學生福利             

a. 
 

全年進步最多        2,900.00     
每班1 名學業進步獎$100.00 
(上下學期平均分升幅最高者)

b. 贊助學生的課外活動              
5,000.00  

上/下學期各$2,500每次不多

於$500 

c. 
 

領袖訓練營              
2,800.00           

2,700.00  
見0708第6次會議紀錄 

(申請政府撥款) 



d. 
Asia-Pacific Lasallian Youth 

Congress 
            

2,000.00        

e. 喇沙義工營 (LYM Camp)   1,440.00      1,000.00     見0709第2次會議紀錄 

f. 校際陸運會打氣    1,500.00      1,500.00     見0708第5次會議紀錄 

g. Outstanding Sportman   1,488.00      1,488.00     見0708第3次會議紀錄 

h. ECA 奬杯、奬狀    1,400.00      1,400.00     見0708第3次會議紀錄 

i. 英文會話精進班   5,300.00      5,300.00     200708 
j. 各科精進班      3,000.00     200809新增 

k. 學校保險費資助      13,580.00      
 學生福利 - 結餘 15,928.00     37,868.00   
文娛康樂             
a. 春節聯歡晚會    20,406.50    18,000.00    收入預算$12000 

b. 
春節聯歡晚會 –  
才藝表演獎 

            
1,800.00           

1,800.00    

c. 敬師活動及製作心意咭   2,572.90      3,000.00     敬師及父母親節心意咭 

d. 家長興趣班    33,040.00     35,000.00    大約收支平衡 

e. 雜項支出及撥備      500.00       如：佈置 

 文娛康樂 - 結餘 57,819.40      58,300.00   
贊助學校及喇沙會          
a. 40 週年校慶      10,000.00      
b. 開放日       2,000.00       
c. APLEC7       5,000.00       
d. 雜項支出及撥備      1,500.00       
 協助學校 - 結餘 -   18,500.00   
宣傳推廣             
a. 會訊       4,000.00     見0708第7次會議紀錄 

b. 更新及管理家教會網頁      100.00       見0708第2次會議紀錄 

c. 會務推廣/展板       -              

d. 雜項支出及撥備      500.00         
 宣傳推廣 - 結餘  -      4,600.00   
聯校交流活動及其他          

a. 聯校交流活動             
8,000.00  

見0708第6次會議紀錄 

(申請政府撥款) 

b. 雜項支出及撥備             
1,000.00  

小學初中巡禮(11 月23 日)，
另一個聯校活動 

 聯校交流活動及其他 - 結餘 -            9,000.00   
 總支出 78,712.20 -              137,068.00   

 

3. 本年度的活動 
全體通過上表各項活動建議及下表2008-09 之活動和工作安排 

 

陳瑞祺(喇沙)書院第十一屆(08-09 年度)家長教師會  

日期 活動名稱 工作安排 

16, 18-Sept-2008 「關愛學童‧苗圃行動」計劃 - 善款核對 (九月) 聯絡義工家長：江笑芳女士 

11-Oct-08 家長教師會週年大會  



23, 27-Oct-2008 「關愛學童‧苗圃行動」計劃 - 善款核對 (十月) 聯絡義工家長：江笑芳女士 

23-Nov-08 九龍城區中學巡禮 

統籌：陳崇意女士、李少芬女士 
聯絡義工家長：江笑芬女士 
建議：增加展板介紹、學生介紹學校 

25, 26-Nov-2008 「關愛學童‧苗圃行動」計劃 - 善款核對 (十一月) 聯絡義工家長：江笑芳女士 

12, 15-Dec-2008 「關愛學童‧苗圃行動」計劃 - 善款核對 (十二月) 聯絡義工家長：江笑芳女士 

13, 14-Jan-2009 「關愛學童‧苗圃行動」計劃 - 善款核對 (一月) 聯絡義工家長：江笑芳女士 

7, 8 Feb 2009 四十週年校慶開放日 全體家長委員負責 

11, 12-Feb-2009 「關愛學童‧苗圃行動」計劃 - 善款核對 二月) 聯絡義工家長：江笑芳女士 

15-Feb-09 家長日(講座，建議主題：生命教育 社工馬運東先生跟進 

March 2009 本會與舊生會合辦 - 旅行 / 聚餐 崔主席、黎寶芝女士、柯副主席跟進 

17, 18-March-2009 「關愛學童‧苗圃行動」計劃 - 善款核對 三月) 聯絡義工家長：江笑芳女士 

3-Apr-09 家長之夜( 工作坊 ) 社工馬運東先生跟進 

7, 8-April-2009 「關愛學童‧苗圃行動」計劃 - 善款核對 四月) 聯絡義工家長：江笑芳女士 

6, 7, 8-April-2009 家長教師會舉辦敬師 、母親節及父親節活動         
統籌：陳崇意女士、陳詠儀女士、江笑芬女

士、黎寶芝女士 

12, 13-May-2009 「關愛學童‧苗圃行動」計劃 - 善款核對 五月) 聯絡義工家長：江笑芳女士 

未確定日期 第六屆九龍城區學校優秀家長嘉許禮之家長義工     江笑芬女士、鄧小燕女士跟進 

未確定日期 2008-2009 年度新生註冊日 全體家長委員負責 

21-Aug-08 中一新生家長日 建議：增加學生示範正確校服樣板，加強說明

 

 
四. 其他事項： 
1. 嘉許家長義工 

社工馬運東先生提議透過不同組織，如社會福利處、區議會、義務工作發展局等嘉許本會家長

義工，崔主席歡迎有關資料，陳詠儀女士負責統籌，建議由 2009 年 1 月開始進行有關工作。 
2. 《家教會會訊》 

鄧小燕女士報告有關進展，崔主席已邀請舊生會投稿，陳詠儀女士已修訂新版（4 頁A4-2000 份），

印製連運費約$2000，年刊定於 23/11/2008 前完成。 
3.   0708 財務報告將貼於本會壁報板上。 
4.   本會全體通過捐款$5000 資助 APLEC7。 
5.   陳崇意(副主席) 及 李少芬(司庫) ，代表 PTA 參加九龍城聯會各會議。 
跟進社聯註冊事宜。 
 
五. 下次開會日期： 

下次會議將於 2009 年 1 月 3 日(星期六)，2：00pm 於一樓會議室舉行。 
 
 
 

簽署：                                                  簽署：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秘書                                                主席 
麥謝家佩老師                                            崔慧賢女士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