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1 

 

 

 

 

2019 至 2020 年度周年會員大會 
 

敬啟者： 

  本會謹定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四日（星期六）上午十時三十分假本校禮堂

召開本年度周年會員大會，屆時將會進行工作及財務報告，並與各位家長共

商會務和發展計劃，敬希撥冗出席。 
 

  註：歡迎大家報名參與！隨函附本年度會務意見書及各小組工作報告。 

 

此致 

家長教師會會員 

 

家長教師會主席 

陳文法先生啟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八日 

                    
 

《2019 至 2020 年度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回條 

 

班別：      學生姓名：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上述有關周年會員大會事宜，並決定如下： 

1. □ 本人將會出席是次周年大會。 

2. □ 本人無暇出席是次周年大會。 

 

家長簽署：          

日  期：          
回條請於 22/6(星期一)或以前交班主任。 

元朗公園北路 2 號元中校友會小學 

電話：2475 0328 傳真：2474 7289 

電郵：pta@ylap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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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意見書 

 

班別：      學生姓名：         
 
致主席陳文法先生： 

本人就家長教師會之會務有以下意見，希望能在會員大會中討論： 
 

1.                                
                               

2.                                
                               

 
註：意見書如不敷應用，可自行加附頁，並於 22/6(星期一)或以前交班主任。 

 
家長簽署：         

家長姓名：         

日  期：         

                                   
 

授 權 書 
 

敬啟者： 

本人為   年級   班學生          

之家長        （香港身份證號碼：       ）， 

現授權        （香港身份證號碼：       ）， 

代表本人出席 2020 年 7 月 4 日之「周年會員大會」。 

 

此致 

家長教師會主席 

會員姓名：           

                       (請用正楷) 

                    會員簽名：          

日  期：          

元朗公園北路 2 號元中校友會小學 

電話：2475 0328 傳真：2474 7289 

電郵：pta@ylap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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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至 2020年度會務周年報告 

甲：本會架構 

名譽會長： 

鄧兆棠太平紳士、 

姜渭榮校長、 

鄧海橋校監 

 名譽顧問： 

袁漢華先生、 

曾品琛副校長 

 當然顧問： 

張秀紅女士、何家麟先生、

謝雪芬女士、鄭群英女士、 

何劍禮先生、麥秀萍女士、

陳志雄校長 

   

 周年大會（全體會員）  

      

 執行委員會  

      

      

工作小組  特別活動小組 

 

 

 

乙：全年活動概況 

福利小組 

小組成員：方桂嬋女士、楊靜雯女士及黎國威老師 

量書包 

家教會執委、家教會義工及老師於 2019年 9月 19日及 20日(星期四及五)進行

了一次學童書包重量調查，藉此了解同學們書包重量比例的情況。有關量書包的結

果及建議，已詳列於學生通告。 

調查活動過後，家教會執委積極與學校商討如何減輕同學們書包重量，學校除

了培養同學們每天收拾書包的習慣外，建議學生將不用復習之書簿或課外書暫放於

課室書架或書桌抽屜內，同時學校會探討善用課室空間，如增添學生儲物櫃來暫存

課業的可能性。 

元朗公園北路 2 號元中校友會小學 

電話：2475 0328 傳真：2474 7289 

電郵：pta@ylap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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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證 

於十一月上旬，已向全校學生派發家教會會員證，並派發有關會員購物優惠的

通告。家長及學生可憑家教會會員證於不同商號享有優惠。 

參觀香港書展 

新冠肺炎疫情雖然日趨穩定，但參考由衞生防護中心發出的《預防 2019冠狀病

毒病給學校復課的健康指引》及教育局向學校發出的《學校復課指引》，小組建議

取消是項活動以減少學生到人多擠迫的地方。 

人力資源組 

小組成員：甄淑敏女士、黎詠詩女士、陳燕蘭女士、黃凱琳女士、關麗珠女士、 

楊靜雯女士、鄧晉傑先生、丁慧娟女士、林楚花女士、黎凱欣女士、 

陳怡華老師、陳慧盈老師 

本年度家教會義工圑隊積極配合校方及家教會舉辦的各類型活動，熱心為學校

服務；通過不同活動促進老師和家長的溝通，協助學校發展，使我們的子女有更愉

快的校園生活。 

義工人數：115人 

服務範疇 活動名稱 

助理帶隊 參觀濕地公園、粉嶺環保資源中心、元朗公園、幼稚園來校

參觀 

照顧學生午膳 2019年 9月至 10月(一年級) 

票務處理 第十一屆家教會暨第六屆舊生會聯合就職典禮及親子嘉年華 

美工及手工藝設計 聖誕佈置、農曆新年佈置 

活動策劃 替一至三年級學生蓋校簿、新生家長日、敬師活動 

化妝及髮型 舞蹈比賽 

圖書館管理 盤點圖書、包裝及修補圖書 

協助義賣 舊校服售賣 

興趣活動導師 故事爸媽、cooking mama、輕黏土班 

其他義工服務 量度書包重量、派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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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課程小組 

小組成員：徐文萍女士、麥芷瑜姑娘 

已舉辦的家長課程/活動/講座： 

A.活動詳情： 

項目 日期 講者/機構 出席人數 

1. 「學習有方法」家長講座 23/9/2019 (星期一) 

下午 1:30-3:00 

駐校教育心理學家 

謝凱能先生 

44 

2. 「如何培養子女珍惜生命態

度」家長工作坊 

19/10/2019 (星期六) 

上午 11:30-下午 12:45 

童軍知友社 17 

3. 「體罰以外的管教方法」家長

講座 

21/11/2019 (星期四) 

下午 1:30-3:00 

防止虐待兒童會 21 

4. 「功課指導小錦囊」家長講座 16/1/2020 (星期二) 

下午 1:30-3:00 

駐校言語治療師 

黃凱晴姑娘 

19 

5. 優質家長工作坊(一) 17/3/2020 (星期二) 

下午 1:00-3:00 

童軍知友社 

 

取消 

6. 優質家長工作坊(二) 24/3/2020 (星期二) 

下午 1:00-3:00 

童軍知友社 

 

取消 

7. 優質家長工作坊(三) 31/3/2020 (星期二) 

下午 1:00-3:00 

童軍知友社 

 

取消 

8. 優質家長工作坊(四) 7/4/2020 (星期二) 

下午 1:00-3:00 

童軍知友社 

 

取消 

9. 「愛。連線」家長講座 21/5/2020 (星期四) 

下午 1:30-3:00 

香港家庭福利會 取消 

10. 「快樂家庭」親子日營 4/7/2020 (星期四) 

下午 1:00-3:00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 取消 

B.活動成效評估： 

本年度上學期，家長課程組舉辦了四個家長講座，出席人數情況一般。本年度

嘗試增設了網上報名，可惜使用率非常低，只有一至兩人在網上報名，而該些家長

也同時有交回回條報名，可見網上報名未能鼓勵更多的家長報名參加。 

而下學期因疫情停課關係，所有家長講座需要取消。學校社工因而將家長需要

知道的管教子女資訊，以 eClass發放給家長，期望透過該些資訊，協助家長處理孩

子因停課而產生的問題，提升親子關係。 

 



P.6 

宣傳組 

小組成員：關麗珠女士、鄭海燕老師 

宣傳組於過去一年協助了各家教會活動進行宣傳。 

宣傳方式包括照片、家教會刊物、家教會網頁、eClass App等。 

期間與各小組溝通良好，得到各小組的協助，因此與各小組合作愉快，並且宣

傳效果良好，能收到預期的效果。 

刊物組 

小組成員：關麗珠女士、鄭海燕老師 

於本學年，刊物小組於七月出版第 35期會訊，除了派發予校內就讀的學生外，

亦備份贈送給蒞臨學校參觀的嘉賓，以及作學習交流紀念品之用。刊物的內容主要

圍繞學校、學生、家長及教師的人和事。 

  內容如下： 

頁數 內容 

P.1 家教會主席感言 

本年度家教會活動 

P.2 家教會就職典禮及嘉年華會 

P.3 

家長義工活動 

家長講座、課程 

量書包 

P.4 委員名單/功能小組名單/財務報告 

會籍組 

小組成員：黃凱琳女士、李世民老師 

2019-2020年度會籍數目： 

原有學生人數  ： 767人 

在讀弟妹人數  ： 123人 

退款人數      ： 108人 (實際人數：108 人 - 10人書津全額及綜援) 

實際家庭會籍  ： 644個 

教職員會籍     ： 54個 

合計會籍總數目： 698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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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樂組 

小組成員：陳燕蘭女士、方桂嬋女士、鄧晉傑先生、蔡子烯老師 

  在 2019 至 2020 年度，康樂組原訂舉辦兩個康樂活動給本校學生及家長一同參

加，本年度活動包括： 

(一) 2019年 12月 7日「親子嘉年華」 

  2019年 12月 7日為第十一屆家教會及第六屆舊生會聯合就職典禮暨親子嘉年

華。由中午十二開始，兩個就職典禮在簡單而隆重的儀式下順利完成，當天還有精

彩的學生才藝表演助慶，包括合唱團、拉丁舞及樂器表演。接著的便是親子嘉年華

會，今屆參加人數比過去數屆更多，學生和家長人數超過五百人。親子嘉年華設置

了十多個合家歡的親子攤位遊戲，當中最受歡迎的是兩個巨型吹氣彈床。藉著這些

親子活動，家長們增加了親子間的溝通和互動。此外，今屆親子活動日還提供多元

化的食物，如爆谷和棉花糖，增添不少歡樂氣氛。當然還少不了最受學生和家長歡

迎的抽獎環節，場面非常熱鬧。 

(二) 「家教會離島親子一天遊」 

  因疫情關係該活動取消。 

學校管理委員會 

小組成員：鄧晉傑先生、肖玉春女士、黎詠詩女士、黎凱欣女士、甄淑敏女士、 

陳鋆燕女士、黃凱琳女士、林楚花女士及黎國威老師 

學生午膳 

本年度學生午膳繼續由「泛亞飲食有限公司 – 活力午餐」提供。午膳供應商

定期派員到校監察午膳運送及小食部的日常運作。 

午膳供應商提供多樣化的食物款式，並且按衞生署《學生午膳營養指引》所定

的營養標準來設計午膳。為減少浪費食物，午膳供應商提供兩個不同的午膳分量予

小一至小二及小三至小六學生。如份量不夠，學生可以添飯。 

家教會執委定期監察飯盒質素，並不時與老師反映意見。整體而言，她們滿意

飯盒質素及員工服務。家教會執委及老師亦定期與午膳供應商開會，檢討飯盒質素，

如飯盒的溫度及份量與員工服務，並反映其他家長及老師對午膳的建議。於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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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旬，家教會執委、老師及午膳供應商召開會議，商討由開學至今的午膳質素及家

長送午膳飯盒等安排。總體來說，學生午膳款式多樣化，飯盒溫度可再稍為提高。

在家長送午膳飯盒安排方面，由於學校未建有升降機，午膳供應商職工需花較長時

間及較多體力運送家長飯箱及其他學生飯盒箱到學校不同樓層，因此建議家長為子

女預備一個輕便的午膳餐盒。 

小食部 

本年度小食部繼續由午膳供應商「泛亞飲食有限公司 – 活力午餐」經營。小

食部售賣的食品和飲品達到衛生署《學生小食營養指引》(最新版)之標準，及配合

本校《健康校園政策》的方向和原則。小食部食物種類及其售價經家教會審核才可

出售。物品的價目表亦張貼於食物部當眼處，方便學生選購。為了縮短學生小息時

排隊購買飲品的時間，小食部繼續於雨天操場擺放一部健康飲品自助售賣機。整體

而言，小食部環境整潔，食物售價合理，員工友善。 

於五月下旬，學校與午膳供應商商討復課安排，參考由衞生防護中心發出的《預

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學校復課的健康指引》及教育局向學校發出的《學校復課指

引》，老師及職工會提醒學生於小賣部排隊時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校車服務 

由於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學校停課，校車服務亦暫停。原訂二月下旬的定期

會議改為老師透過網上會議向家教會執委收集意見，並向校車公司反映，檢討校車

路線及服務。 

於五月下旬，學校與校車公司商討復課安排，參考衞生防護中心相關指引《給

公共運輸司機、船員和工作人員的健康指引》，確保校車車廂的清潔及衞生，特別注

意座椅、扶手欄杆、安全帶和鎖扣、入氣口及出氣口的清潔。司機、隨車媬姆人員

及學生登上校巴前要先戴好口罩，車程中亦切勿除下。 

學生校服 

由於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原訂二月下旬的定期會議改為老師透過網上會議向

家教會執委收集意見，並向校服公司反映，檢討校服質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