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第二十屆家長教師會第 5次會議記錄 

日期 :  2020 年 8 月 26 日(星期三) 

時間 :  上午 11 時 

地點 : ZOOM 會議 

主席 : 吳秀文副校長 

記錄 : 王惠玲主任 

出席老師 : 楊健德校長、吳秀文副校長、王惠玲主任、胡秀娟主任、李偉樂主任、 

黎雅詠老師、梁劍美老師、陳碧珊老師 

出席家長 : 劉耀明先生、陳麗君女士、陳詠麟先生、廖頌雯女士、李輝娜女士、 

陸詩敏女士、吳娟女士 

 

議程: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2. 委員報告 

由於林樂瑤家長王之飛女士在本年度退了學，其家長家委空缺由吳希彤吳娟女士家長替

代。 

 

3. 財政報告 

本年度之家教會戶口結餘詳列如下: 

儲蓄戶口結存: 25693.90 元 

來往戶口結存: 45618 元 

現分戶口結存: 33.60 元 

由於學校有某些款項尚未支付，另外去年某些獲撥款資助的活動未能舉辦，撥款需交還教

育局，故家教會之確實戶口結存若為四萬元。 

 

4. 學校報告 

4.1 開學上課事宜 

   由於疫情的不確定性，為免訊息混亂，因此學校不能過早發放有關開學上課的訊息。鑒 

   於疫情的緣故，老師不能進行課堂面授，9 月 2 日開始，學校會開始 ZOOM 課堂。但基  

   於全港小學均進行網上學習，未知網絡是否穩定，且部分學生可能缺乏電腦設備，雖本 

   校已為一至六年級學生申請 BYOD 電子學習計劃，但購置電子學習設備故計需時 2-3 個 

   月，恐難解家長的燃眉之急，故在未來的日子學校可能會有很多變動。 

 

4.2 網上學習安排 

   學校已為學生編定了 ZOOM 課堂時間表，9 月 2 日開始，學生會在上午時段正式上課， 

   一至三年級學生每節上 30 分鐘，休息 30 分鐘；四至六年級學生每節上 45 分鐘，休息 

   15 分鐘，，其它科目，老師會在 Google Classroom 發放教學影片給學生觀看。希望學生 

   能全體出席課堂，彼此認識及建立 ZOOM 課堂常規。家長可在 eClass 檢查學生每天的家 

   課及簽閱通告，學生會在 Google Classroom 交功課。因此，學校會在 eClass 發放短片， 

   讓家長學習及重溫有關使用 eClass 及 Google Classroom 的方法。 



5. 討論事項: 

5.1 BYOD 計劃 

學校擬為一至六年級申請 BYOD 計劃，已獲校董會通過，在完成招標程序後，會發放通

告通知家長。由於資助額只有 4700 元，故學校考慮採購 iPad 供學生使用，因為 iPad 攜

帶方便，較適合小學生使用，又方便學生拍照提交功課，且學校乃採用 iPad 進行電子學

習，學生對 iPad 的操作較為熟悉。 

 

5.2 家長聯絡群組 

 本年度學校會為所有班別的家長設立一個 eClass 群組，並會於 9 月 1 日啟動此家長群 

    組，每班的中文、英文及數學老師均會加入此家長群組，屆時老師會設立一個時間回答 

家長的疑問，但在疫情過去後，學校將會取消此群組。有見於老師工作繁忙，家委建議 

由家委另行建立家長群組，可作為一個援衝，幫助老師解答家長的疑問，並建議 2-3 位 

家委於 8 月 29 日(六)到校，以便讓小一家長建立家長群組。 

 

5.3 本年度義工招募 

 學校會待復課後才會招募家長義工，要視乎學校是否會舉行活動而定。 

 

5.4 20-21 學年家長教師會執委選舉及會員大會 

 第二十一屆家長教師會執委選舉流程: 

日期(暫定) 程序 

9 月 25 日(五) 派發通告 

10 月 7 日(五) 截止提名 

10 月 16 日(五) 派發候選人資料及選票 

10 月 21 日(三)至 10 月 27 日(二) 進行選舉投票 

10 月 28 日(三) 點票 

10 月 30 日(五) 公佈結果 

 

5.5 20-21 學年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申請 

 此項資助計劃所申請的撥款主要是讓學校舉辦家長講座，進行一些家長的價值教育， 

以及為家長、學生舉辦活動之用。 

 

5.6 20-21 學年家教會活動計劃 

5.6.1. 家長講座 

講者 本校老師、講員 

日期 2021 年(確實日期待定) 

講題內容 星空下的閱讀夜 

 此活動會在晚上舉行，擬於禮堂內設置一些帳篷，讓家長與學生一起在帳篷內看書，屆 

 時會邀請講員向家長解紹親子閱讀。 

 

5.6.2. 家教會旅行 

家教會旅行暫定於 2021 年 5 月 8 日(六)舉行，地點為大棠有機生態園。 

 



5.6.3.家長學堂 

2020-2021 呂明才家長學堂(2:00p.m.-3:30p.m.) 

 日期 內容 負責人 地點 

1 

待定 

Bring Me A Book(1) 陳細玲主任 禮堂 

2 Bring Me A Book(2) 陳細玲主任 禮堂 

3 Bring Me A Book(3) 陳細玲主任 禮堂 

4 視藝工作坊 王家祥老師 視藝室 

5 桌遊樂融融 黃/蔡姑娘 禮堂 

6 讚美操 李偉樂老師 禮堂 

7 待定 童軍之友社 禮堂 

8 生命花園 吳秀文老師 禮堂 

 

6. 下次開會日期: 2020 年 11 月 4 日(三) 

 

7. 其它事項: 

7.1 校車收費 

如學生上學少於 15 日，校車公司會收取家長半費；如學生上學多於 15 日，校車公司會

收取家長全費；如學生整個月均沒有上學，則不會收費。鑒於家委一致通過此方案，故

學校稍後會發通告通知家長。 

 

7.2 午膳收費 

上學年學校已收取學生 9 月份的午膳費用，並已把款項存入學校的戶口，如學校在 10 月

恢復午膳，已繳交之午膳費用會撥作 10 月份的午膳費用，多除少補，若午膳供應商在疫

情期間倒閉，9 月份的午膳費用將會退還給家長。 

 

主席:____________________ 

文書: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26-8-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