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領島學校家長教師會
2016-2017 年度周年會務報告
天主教領島學校第六屆（2016 至 2018 年度）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職位如下：
 主席一人(由家長委員出任) ：丁鳳儀女士
 副主席二人(由家長及教師委員各一人出任) ：張天泰副校長、黃景英女士
 司庫一人(由家長委員出任) ：尹東琴女士
 司數一人(由教師委員出任) ：梁美詩主任
 秘書二人(其中一人由教師委員出任) ：吳惠怡老師、王橋宇先生
 康樂二人(其中一人由教師委員出任) ：張葉玲主任、邱美玲女士
 聯絡二人(其中一人由教師委員出任) ：麥麗珊主任、李志宏女士
 總務一人(由家長委員出任) ：許明榕女士
 當然委員一人(校長) ：洪美華校長
 當然顧問一人(校監) ：黃麗貞校監
 候補委員四人：繆偉興女士、程鳳儀女士、梁影婷女士、陳萍女士
【1】 本年度活動簡介
日期

活動內容
1. 順利進行2016-2018 年度第六屆「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選舉
2016 年 9 月 5 日至 23 日
2. 選舉結果已上載學校網頁，並於2016 年9 月24 日宣誓就職。

2016 年9 月12 日
(星期一)

2016 年9 月24 日
(星期六)

2016 年9 月6 日
(星期二)

敬師日－「敬師愛生，互勉相親」
活動內容：
1. 家教會主席致辭
2. 送贈心意卡和果籃
3. 合照
4. 校長致謝辭
1. 進行第五屆(14-16 年度)「家長教師會週年大會」，並頒發感謝狀
予第五屆常務委員。
2. 進行第六屆(16-18 年度)「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就職典禮。
3. 2015-2016 年度周年大會
活動內容：
 主席丁鳳儀女士及梁美詩主任向各會員報告 15-16 年度家長教師
會周年會務報告。(已上載學校網頁)
 司庫尹東琴女士和張天泰副校長報告 15-16 年度家長教師會周年
財務報告，全體出席會員舉手和議通過。(已上載學校網頁)
家長義工迎新聯歡茶聚
 歡迎新加入的家長義工及簡介義工服務
 共招募得34位新一家長義工

家長學堂─愛心圍巾編織班
2016 年 11 月 2-4 日  共24位家長報名參加
(星期三至五)(共三天)  編織圍巾共100條，
「何文田FUN區日2016」當天由洪校長及家長委
員代表送贈予區內的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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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6 年11 月20 日
(星期日)

2016 年12 月8 日
(星期四)

活動內容
PTA旅行--浸會園
 共有 461 位學生和家長、48 位校友、45 位教職員出席。
 本會撥款贊助是次活動，提供獎品和遊戲物品。
6 位家長代表與外評隊面談，閒談家長對學校發展的意見。出席有：
丁鳳儀女士(主席) (5B 宋曉桐) 、黃景英女士(副主席) (3B 黃穎彤)、
王橋宇先生(委員) (2A 王依田) 、李志宏女士(委員) (5B 笪嘉偉) 、
李堅女士(義工) (6A 溫靜怡) 、馮靖平女士(義工) (3E 馮子朗)

2016 年12 月18 日
(星期日)
2017 年1 月
12 日及 13 日
2017 年 1 月 14 日
(星期六)
2017 年2 月10 日
(星期五)
2017 年2 月11 日
(星期六)

「何文田 FUN 區日 2016」，本會榮獲攤位設計比賽冠軍。
 本會撥款購買愛心水果，送贈長者，回饋社區。
 感激委員及義工編織及缝製圍巾送贈長者。
家長學堂─塑膠彩畫班
 畫班由洪校長親自教授
「愛心親子賣旗」活動
 協助義務工作發展局賣旗，目的加強親子關係及回饋社會責任感。
 共 69 組家長和學生參與
新春義工茶敍(春茗)
 目的是促進家校溝通，讓家長與校長和各位老師交流育兒心得
 超過 50 位家長義工出席
上學期頒獎禮，邀請家長委員出席和頒獎

2017 年3 月23 日(星期四) 與宗教組和德公組合辦「愛心午餐」
 透過是次活動，讓學生身體力行，培養良好的個人飲食習慣和珍
惜食物的態度，並激發學生克己助人的精神。
 多謝家長們的支持，扣除支出，學校分別向「宣明會」捐款$4,000.00
及「無國界醫生」捐款$3,312.10。
2017 年3 月26 日
(星期日)

「親子全方位航空探知」
 讓家長及學生一起認識香港航空發展歷史及香港國際機場之環境
 約150位學生、家長參與，活動十分成功。

2017 年5 月20 日
(星期六)

「學藝展才華匯演」
 假包美達社區中心演出，感謝全體師生和家長同心協力，令活動
成功展現學生多元智能的成果。
 發出門券350張。當天約70位浸信會幼稚園學生和家長出席，約300
位家長出席匯演。
 是次活動籌得款項47,898.00元。

2017 年6 月28 日
(星期三)
2017 年 7 月 5 日
(星期三)

畢業生謝師聯歡會
 發揚「傳承、感恩」的美德。
家長義工親子歷奇活動
 目的透過親子歷奇遊戲及布偶製作，促進親子間的合作和溝通
 共 40 個家庭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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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7 年7 月13 日
(星期四)

活動內容
下學期頒獎禮，邀請家長委員出席和頒獎
一、「家長學堂」
 9 位家長獲得鑽石獎
 8 位家長獲得金獎
 5 位家長獲得銀獎
 9 家長獲得銅獎
二、「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義務工作嘉許狀」
 5 位家長獲得金獎
 20 位家長獲得銀獎
 20 位家長獲得銅獎

2017 年7 月13 日
(星期四)
2017 年7 月15 日

學業成績進步獎獎學金
 目的鼓勵學業成績進步的學生
 每班一名，各獲贈書卷 100 元，由家教會委員頒發。
第十五屆九龍城區學校優秀家長嘉許禮

(星期六)

李志宏女士(委員) (笪家偉家長)、王橋宇先生(委員) (王依田家長)、
楊定英女士(義工) (張煜佳家長)榮獲「優秀家長」。

16-17年度家長講座

1. 2017年3月23日(星期四)舉行「見焦拆焦」家長講座(1)，19位家長
參加講座。
2. 2017年4月27日(星期四)舉行「擺脫功課的壓力」家長講座(2)，24
位家長參加講座。
3. 2017年5月24日(星期三)舉行「鼓勵孩子12式」家長講座(3)，24位
家長參加講座。

2016 年 9 月 23 日召開 16-18 年度家長教師會委員會議(一)
16-18 年度
2017 年 1 月 18 日召開 16-18 年度家長教師會委員會議(二)
家長教師會委員會議
2017 年 2 月 14 日召開 16-18 年度家長教師會委員會議(三)
(四次)
2017 年 6 月 6 日召開 16-18 年度家長教師會委員會議(四)
透過學校簡介和校訊
1. 報告 2016-2017 年度 PTA 會務發展和活動花絮。
會訊
2. 加深家長對家教會的認識及進一步推廣家教會活動。
3. 歡迎家長投稿。
1. 在 2017 年 6 月 6 日(星期二)調查 PTA 委員對學校於 17-18 年度選
其他
取學童保險投保公司的意向，全體 PTA 委員一致選取「多福
AXA」。

3

日期
家長義工報告

活動內容
1. 2016-2017的家長義工團隊人數超過90人，小一新生義工家長共有
2.

3.
4.
5.
6.

34位，小二至小六家長義工共57位。
午膳姨姨服務(全年)
一至三年級各班每天一至兩名午膳姨姨入班負責照顧學生飲食，
培養學生正確的飲食態度，並提醒學生注意個人衛生。
一至三年級外出參觀活動(全年)
家長義工協助老師帶隊參觀及看管學生秩序。
喜悅寫意攤位遊戲(繽紛學堂)
一至三年級各級一次，每次 10 家長義工協助，負責主持攤位遊戲。
小一疫苗注射，全年兩次，每次 5 位家長義工協助照顧學生。
2016 年11 月20 日 PTA旅行，家長義工協助購買及分發獎品和遊戲

物品。
7. 2017 年 1 月 24 日新春樂繽紛語境日，共 15 位家長義工擔任英普
大使，負責主持攤位遊戲。
8. 2017年2月24日學校運動會，共24位家長義工協助，令活動順利完
成。
9. 2017年3月23日「愛心午餐」，家長義工協助分發各級的食物。
10. 2017 年 5 月 9 日「校園水果派對」，共 18 位家長義工協助推展活
動。
11. 2017 年 5 月 20 日「學藝展才華匯演」
，共 20 位家長義工協助化妝
及照顧學生。
12. 2017 年 5 月 23 日城大QEF OPENING CEREMONY， 5 位家長義工
負責嘉賓招待及準備小食。
13. 2017 年 6 月 10 日新一註冊日，共 6 位家長義工協助照顧學生。
14. 2017 年 6 月 22 日「理財至叻KID活動」，共 10 家長義工協助，負
責主持攤位遊戲。
15. 校園佈置：聖誕節、春節及全校性大型活動的場地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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