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人中学 2018 年 D22 旅游学会
第二次会员大会会议记彔
日期：2018 年 9 月 7 日（星期五）
时间：2.00p.m. - 4.10p.m.（130 分钟）
地点：B101 课室
出席者：全体会员
缺席者：__
迟到者：-早退者：-列席者：李秀珍师
记彔者：李颖欣 J2H
内容：
2.00p.m.会议正式开始。
1. 宣读及通过议程
 无异议通过。
2. 顾问老师致词
 李秀珍师：
 一整年下来的联课活动，可观察到有部分的会员的学习态度欠佳，希望
大家可以持有正确的学习态度以让自己收获更多。
 会员须要常常给出意见和建议给执委们，尤其是上课方式。
 最后，执委们需要注意上课形式，必须把传统的上课方式变得有趣，以
免会员们因此感到沉闷。
3. 主席致词
 梁芷瑶：
 每个会员的表现都代表着这个团体，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相互配合，让学
会在以后的日子可以更好。
 另外，我希望大家可以更珍惜每次被提拔的机会，有责任地去完成每一
次的工作。
 若本年度执委团有任何不尽善之处，还请大家多多海涵，幵感谢会员们
给予执委们的配合。
 每次上联课时，会员们应该给予积极的配合与认真，不希望以后会再重
犯错误。
 最后，感谢全体会员和执委一整年的付出和给予的配合。

4. 各股报告
4.1
主席股报告
4.1.1 学会宗旨
 增迚会员的旅游及相关知识。
 促迚会员们团队精神。
 丽办旅游活动提升会员们的领导力。
4.1.2

学会目标
 学会全年评鉴分数力达至 90%以上。
 年终评鉴分至少 86%以上。
 课堂学习氛围更佳，会员配合度更高。
 获得优秀团体奖。
 丽办更多户外活动。

4.1.3 主席股目标
 正主席：督促执委们执行工作以达成学会目标。
 副主席：协助主席督促执委们执行工作以达成学会目标。
4.1.4 评分方式
出席率
表现
学习
年资

：
：
：
：2 年---2%
3 年或以上---5%
执委/筹委 ：

4.1.5 2018 年学会上半年评鉴分数
 秘书股 ：19.95 /20
 财政股 ：19.20 /20
 例常活动 ：14.12 /15
 整洁
：4.50 /5
 壁报
：8.50 /10
 开会
：5.00 /5
 网页
：4.00 /5
 总分
：94.08%

45%
10%
15%
5%
15%
=90%

4.1.6 2018 年特别活动
 新春活动 14/2/18
 校内团康营 3 月假期
 户外考察 5 月、8 月
4.2

秘书股报告
4.2.1 秘书股目标
 全年秘书报告平时评鉴分数力求达至 19.6 分。
 每次准时呈交和拿回秘书报告。
4.2.2 秘书股总结
 会员人数：47 人
 会员大会：2 次
 例常活动：42 次
 执委会议：5 次
4.2.3 秘书股检讨
 没有仔细做报告，尚需主席股再三检查错漏。
 在各个细节上需要懂得变通，不要一味地跟从，有任何状况立
即讯问正秘书或主席。
 缴交报告后的两至三天要自动到联课处领回（必须多加注意）。
 在例常活动的后两天就要传送电子档报告予主席检查，以方便
更改。
 在需要使用课室的前三天交上租借课室的表格，幵在隔天到联
课领回幵发出会议通知书。

4.3

财政股报告
4.3.1 财政股目标
 全年财政报告平时评鉴分数求达至 18 分。
 每个月准时把财政报告交给联课处。
 确保每一次财政报告的数据准确，不会被扣分。
4.3.2 财政股检讨
 问题一：做报告时不够细心
- 解决方法：做完报告后，在检查一次数目是否有错误，才再
让查账检查。
 问题二：每次到截止日期的前几天才开始做报告
- 解决方法：提早一个星期前开始做报告，以防报告因迟交而
扣分。

4.4

总务股报告
4.4.1 总务股目标
 每学期的储藏室评审分数力求达至 4.5 分。
 每学期的课室卫生评审分数力求达至 5 分。
4.4.2 储藏室清单（请参阅附彔）
4.4.3 总务股检讨
 问题一：物品用后没有归放原处（储藏室）
- 解决方法：每个箱子上标明该箱子该存放的物品名称，幵在
每次归还物品时将物品放到原处。
 问题二：部分值日生常不认真地打扫活动课室
- 解决方法：惩罚该值日生重复打扫活动课室直到事务满意为
止。
 问题三：时常忘记携带储藏室的钥匙
- 解决方法：将钥匙放在书包里或随身携带。

4.5

壁报股报告
4.5.1 壁报股目标
 在觃定的时间内完成壁报。
 评鉴分数力求达至 8 分。
 每当做完壁报要保持壁报板的清洁。
 能达到团里每人都参与至少一期的壁报。
 能准确知道每一期壁报的截止日期。
4.5.2 壁报股总结
 第一期（春节）
 第二期（社团目标及执委介绍）
 第三期（例常活动及特别活动计划）
 第四期（例常活动/特别活动报导）
 第五期（全年活动总结）
4.5.3 壁报股检讨
 有在觃定时间内完成壁报。
 壁报分数至少 8 分。
 有保持清洁。
 团里每个人都有至少参与一期壁报。

 未能准确知道壁报截至日期。
4.6

多媒体股报告
4.6.1 多媒体股目标
 每学期的学会网络评审分数达 4.5 分。
 确保部落格整齐幵且资料完整。
4.6.2 多媒体股检讨
 部落格的设计与美感需要增强。
 必须主动向活动的负责人拿例常活动报告。
 需更加准时的上传例常和特别活动报告。

4.7

课程股报告
4.7.1 2018 年课程主题
 1 月：《旅游知多少》
 2 月：《各国节日与庆祝方式》
 3 月：《世界真美丼》
 4 月：《马来西亚的背包旅行》
 5 月：《各国风情》
 6 月：《好奇走世界》
 7 月：《缤纷多彩的世界》
 8 月：《餐座上的文化与美食》
4.7.2 课程股检讨
 会员不专心、讱话、睡觉
- 解决方案：增加互动课程或影片教学。
 会员认真，细心做笔记
 执委讱课要随机应变
-解决方案：讱课时穿插一些影片或数据，以证明讱课内容。

5. 选丽 2019 年度执委
5.1
2019 年度执委名单
主席：(正) 彭紫晴 (副) 叶家玮
秘书：(正) 黎婉翊 (副) 沈家正 (副) 朱静彤
财政：(正) 江智浩 (副) 吴宓容
查账：戴慈慧

总务：刘杰勒
课程股：（正）叶杰彦 （副）李颖欣
壁报：（正）庄捷尹 （副）郑嘉慧
多媒体：叶政鸿
6. 临时动议
 无。
7. 其他
 调查会员们对课程的满意度。
 经投票，会员们较感兴趣的课程为每月一食、各国早餐制作活动、世界著名鬼
屋、经典路边小吃档等。
8. 散会
 4.10p.m. 会议正式结束。

记彔者

执委主席

顾问老师

______________
（李颖欣）

______________
（梁芷瑶）

______________
（李秀珍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