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七屆執委會
第一次續會會議記録

日期
時間
地點
出席

:
:
:
: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六）
上午九時二十四分
英華書院天台會議室
黃秉耀先生（主席）、劉慶賢先生（副主席）、黎惠敏副校長（副主席）、陳狄安

校長（顧問）、黎靄慈女士、黃蕙妍老師、劉卓能老師、陳嵐女士、尹露成先
生、龔倩玉老師、蔡婉湞老師、黃禮邦先生、高志雲先生、劉裕勤老師、麥泰
元老師、王為杰先生、陳思穎女士、鄭偉紅女士、張國英女士、王國榮先生
列席 : 謝亭亭女士、梁漢森先生（社工）
缺席 : 吳清清女士
(一) 通過第二十六屆執委會第四次會議記錄

動議通過：劉慶賢先生；

和議：黎惠敏副校長。
(二) 通過第二十七屆執委會第一次會議記錄

動議通過：尹露成先生；

和議：黃禮邦先生。
(三) 校長報告事項
1. 學生會就職典禮於 10 月 5 日舉行，學生會週年大會於 10 月 18 日舉行。
2. 雪糕快閃活動（Ice cream Flash Mob）

學校為鼓勵同學們的士氣，在 10 月 26 日和 27 日舉行了雪糕快閃活動，
在小息時向同學們派發甜筒。
3. STEM Tasting Activity for Students

學校為提升同學對 STEM 的興趣，計劃每月一次舉行 STEM Tasting
Activity；

10 月 29 日舉行了首次 Mobility Electric Vehicles (MEV)。
4. 中一新生資訊日

2022/23 年度中一新生資訊日已於 10 月 30 日於本校禮堂舉行，反應踴
躍。

中一入學申請已在 11 月 13 日截止報名，收到約 1400 份申請。
5. 原定於 10 月 13 日舉行的課外活動招收會員日因天氣惡劣停課關係，延期至 11
月進行。
6. 學校於 11 月 23 日更換冬季校服，師兄們根據傳統，早前安排了時間教導師弟
們打呔技巧，增進兄弟情。
7. 學校已於 11 月 5 日恢復全校全日課，已購買飯票的中一同學可在奮進閣外取
飯盒回班房午膳，校方提供擋板並於午飯後由工友消毒清潔。
8. 學校參加了本年度直資學校議會舉辦的學校收生展覽(DSS School Expo)，500 份
資料悉數派出，反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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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1 月 9 日至 12 日是福音週(Gospel Week)，福音事工委員會舉行了多項活動包
括 Blessing Cup 足球比賽及 Band Show 等。
11 月 11 日是英華書院 203 週年校慶，當日聯同英華小學在操場進行了升旗及
感恩崇拜。
學生會衛衣售賣日反應熱烈，已全數售罄。
今年計劃了多項服務學習(Service Learning)活動，其中一項頸巾編織班反應理
想，共開了 3 班，同學的製成品將送予區內有需要社群。
師生足球比賽由中六學生與老師對壘，已順利完成。
輔導組於 11 月 8 日舉行了野外活動領袖訓練活動－「英華毅行」。
輔導組聯同聖雅各福群會於 11 月 15 日及 16 日舉行了感恩週(Thankful Week)
活動，兩日活動設立了多個攤位遊戲，感謝家教會及家長義工協助進行。
繼雪糕快閃活動後，學校於十一月份亦安排了 game booth 為同學減壓，同學可
在模擬賽車上玩馬里奧賽車遊戲。
陳校長分享了同學在各範疇的獲獎資訊，包括成長希望獎學金、第 13 屆九龍
地域傑出學生選舉、香港長池分齡游泳錦標賽、全港中學校際拯溺比賽、躲避
盤邀請賽、籃球比賽、乒乓球比賽、羽毛球比賽等。
陳校長報告以下學校活動將陸續舉行:

教師發展日(11 月 24 日)

Hymn Singing Contest (12 月 1 日)

班照拍攝日(12 月 3 日)

Annual Speech Day (12 月 10 日)

運動會(12 月 13 日)

聖誕崇拜(12 月 22 日)

(四) 校董報告事項

黃秉耀主席報告校董會於 10 月 20 日舉行了本年度第一次會議，內容主要討論
校外評核報告對書院及小學的意見及回覆。

下一次會議將於 2022 年 3 月 16 日舉行。
(五) 報告事項
1. 第二十七屆增選委員

黃秉耀主席報告王為杰先生、陳思穎女士、鄭偉紅女士、張國英女士及王
國榮先生接受邀請成為增選委員，歡迎各位出席第一次續會會議。

許頌旋女士婉拒了邀請，但答應可協助擔當家長義工。
2.

第二十七屆週年會員大會暨家長委員選舉

第二十七屆週年會員大會籌委會主席陳蘭芝女士提交了會員大會報告，由
黃秉耀主席代表報告。

陳蘭芝女士擔任籌委會主席，委員包括第二十六屆委員:劉慶賢主席、黃秉
耀副主席、陳嵐女士、高志雲先生及顧問老師黃蕙妍老師，籌委會共開了
3 次籌備會議。

週年會員大會於 2021 年 11 月 7 日（星期日）於英華書院鈕寶璐禮堂舉



行，由前主席李賽紅女士擔任當日司儀，陳狄安校長擔任講者，題目為
「認識國際課程」。
當日出席人數較去年上升 (家長及老師共 330 人)，唯有效票數較去年少
(378 票)，出席/報名比例為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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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義工嘉許禮的出席率約 20-30%，跟往年差不多。
今年支出$4882，較往年減少，主要原因是今年講座由陳校長主講，不用
支付費用邀請講座嘉賓。
報告建議來年籌委會成員可以包括聯絡組委員，能夠更有效地宣傳。
籌委會主席負責統籌整個活動，在現場未必能跟進大會所有運作，建議加
一位家長義工幫忙協調大會運作。
今年參選的中一家長只得一位，建議來年在中一新生家長日大力宣傳，呼
籲家長參選，亦可留意如發現有家長有興趣，委員可多作溝通鼓勵。
有家長查詢如選票有更改如何處理，建議來年在選票上加上附註：「如有更
改需要在旁加簽」。
飲品剩餘數量為 5 箱水。

3.

家教會簡訊

黃秉耀主席建議今年取消出版簡訊，集中全年活動於七月的會訊中報告。

4.

檢視聯絡組及圖書館義工家長工作安排

龔倩玉老師報告已將本年度新加入聯絡組委員尹露成先生及黃秉耀主席加
入每一班別的 eclass parents app 群組，並已抽出陳蘭芝女士。

圖書館家長義工的當值表已於九月份編妥並已發出義工信給家長。第一組
已完成服務，第二組正進行，而第三及第四組將由下學期開始服務，龔倩





玉老師提議聯絡組可在下學期服務開始前提醒第三及第四組的組長有關服
務開始的日期。
黃蕙妍老師補充，今年度的家長義工名單將會上載至學校 domain 內家教
會的 Google drive，供聯絡組使用。
劉慶賢先生建議邀請陳蘭芝女士為顧問，令聯絡組交接更順暢。黃秉耀主
席同意有需要可根據會章作出邀請。
聯絡組現有 3 個 Whatsapp 群組：班長群組、聯絡組家長委員群組及聯絡
組群組(將加入龔倩玉老師、蔡婉湞老師、陳思穎女士及鄭偉紅女士）
。

5.

家教會附屬會員

黃蕙妍老師報告由 2015 年至今共有 47 位附屬會員，2020-21 年度有 6 位
新會員加入。

6.

2021-2022 年度各項活動及贊助撥款

黃蕙妍老師報告已向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申請家校合作活動津貼並已獲
批，包括兩項活動：家長工作坊及聖誕聯歡活動，各$10000。另外家教會
經常津貼約$5000。

7.

與校長<飯•聚>

高志雲先生報告首次「與校長<飯•聚>」已於 10 月 29 日在英華飯堂舉
行，共有 64 位報名，需要抽籤決定 24 位參加者及候補名單。

除 24 位家長外，另有家教會 6 位委員、陳狄安校長、黎惠敏副校長及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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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妍老師出席，劉慶賢主席當晚有出席支持但沒有用膳，所以共 33 人用
膳，一起品嚐馳名的西檸雞。









晚膳開始前先由陳校長分享，接著有問答環節，謝謝由陳校長安排甜品環
節。
家長填寫的問卷調查，對是次活動能促進家長與校長的溝通、了解英華書
院、飯堂的環境與食品質數，有八成出席家長表示認同及滿意。
有個別家長感謝校長、副校長、老師、家教會及家長義工的細心安排，希
望可拍攝精華片段及問答環節，與向隅的家長分享；亦有家長表達希望有
機會參觀校園。
高志雲先生分析問卷結果時發現評分有極端化，應該是問卷設計令家長有
誤會，下次會留意並改善。
高志雲先生感謝家教會委員及老師的協助，以及飯堂的特別安排，特別鳴
謝黃健威老師留在 InnoHub/InnoLab 預備家長參觀及介紹，可惜最後時間
緊迫未能安排參觀。
黃蕙妍老師提醒當晚有拍照的委員可把照片上載至家教會 Google drive。

(六) 討論事項
議訂家教會 2021-2022 年度全年恆常工作及活動安排
1. 恆常工作
(a) 家教會會訊

負責人：黎靄慈女士及黃秉耀主席

預定 2022 年 7 月出版

黃秉耀主席提出每個活動完成後，請委員及家長義工將活動照片上載至
家教會 Google drive，每個資料匣均可設定權限。

黎靄慈女士建議活動負責委員邀請參與家長以文字紀錄心聲，黎副校亦
建議可在活動檢討時讓家長留下感受或建議。

王為杰先生提出因取消出版簡訊，建議以 eNotice 形式正式通知家教會
執委選舉的結果。
(b) 聖誕聯歡會 – 2021 年 12 月 18 日晚









黃禮邦先生(籌委會主席）報告聯歡會將於鈕寶璐禮堂舉行；供報名參
加人數 100 人，另外 20-30 為工作人員及嘉賓；收費每人$200；食物由
英華飯堂提供。
當日活動包括唱聖誕歌及抽獎，今年因防疫考慮，不設交換禮物。
入場將以掃 QR Code 代替實體門票。
安排 4 人一枱，需要約 32 張枱。
參加者需要按 599G 防疫條例，已完成所需疫苗接種及超過 14 天。黎靄
慈女士查詢如參加者未滿 12 歲將如何安排，籌委會將再作商討。
陳校長補充學校校舍摒除於 599 條例以外，另外因學校已恢復全日課，
根據教育局指引，基本上所有學校活動可正常進行。
高志雲先生提出要留意取食物安排，以自助餐形式有交叉感染風險，可
考慮預先分好每人一份。黃禮邦先生會與飯堂跟進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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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議訂活動
(a) 敬師日



負責人：劉慶賢先生(籌委主席）、黎靄慈女士、陳嵐女士、鄭偉紅女士及
張國英女士
預計舉行日期：2022 年 3 月中

(b)




世界閱讀日
負責人：龔倩玉老師
預計舉行日期：2022 年 4 月
家教會負責贊助獎品

(c)





家長日書展
負責人：尹露成先生(籌委主席）、高志雲先生及鄭偉紅女士
舉行日期：2022 年 2 月 20 日
龔倩玉老師提醒要儘早聯絡書商，可以事前往選擇圖書。
高志雲先生提議增加漂書活動，亦可捐贈鄰里。龔倩玉老師表示學校已經
有漂書活動，鼓勵學生在家把看完又適合中學生的書籍帶回圖書館。

(d) 家長日活動

負責人：黃秉耀主席(籌委主席），家教會所有委員(負責書展委員除外)




舉行日期：2022 年 2 月 20 日
建議參觀 InnoLab、InnoHub、Art Gallery 及泳池
需要大量家長義工負責報名、維持秩序及導遊，建議儘早邀請。

(e) 聯絡員、活動義工及圖書館義工家長茶聚

因應過往反應未如理想，而今年疫情關係，供應茶點不太合適，因此今年
將不會舉辦茶聚活動。
(f) 與社工合辦 - 親子平行小組







負責人：由社工主理，黃秉耀主席及聯絡組負責宣傳
社工謝亭亭女士報告去年此活動以網上形式進行，有 11 對親子組合參
與。
活動受家長歡迎，唯學生回饋並非自己主動參加。因以網上形式進行，缺
乏互動、多限制及有網絡連線問題。最後一節可以回校以親子形式進行活
動，氣氛融洽愉快。
謝亭亭女士提議今年主力做家長小組，家教會討論後決定保留親子模式。
謝亭亭女士建議 8 對親子組合參與，預計 2022 年 3 月至 5 月期間進行。

(g) 與社工合辦親子活動(親子同樂日)

負責人：黃禮邦先生(籌委主席）、黃秉耀主席、劉慶賢先生、陳嵐女士、
高志雲先生、陳思穎女士及張國英女士

預計舉行日期：2022 年 4 月 9 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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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建議活動包括：游繩、躲避盤、地板冰壺
麥泰元老師提醒如在學校舉行游繩活動，結構上有限制，需要詳細計劃。
與社工合辦家長活動
負責人：由社工主理，黎靄慈女士負責聯絡
預計舉行日期：2022 年 3 月
上年舉辦了有關網絡沉溺的講座。
黃蕙妍老師提議有關抗壓力的主題，例如“如何教導孩子面對挫折”。

(i) 與輔導組合作活動 – 家長講座

負責人：由輔導組主理，家教會負責宣傳




預計舉行日期：2022 年 1 月
鄭偉紅女士提議有關家長如何放手、陪伴子女一起過渡青少年時期及溝通
技巧。
黃禮邦先生提議有關家長如何協助孩子生涯規劃。

(j) 家長學堂

負責人：黃秉耀主席(籌委主席），張國英女士、陳思穎女士及王國榮先生

課程主要由輔導組負責，大概 3-4 堂

預計舉行日期：2022 年 2 月至 3 月
(k)




與校長<飯•聚>
負責人：高志雲先生(籌委主席）、鄭偉紅女士、王為杰先生及張國英女士
預計每兩個月舉行一次，每次一個級別
陳校長提議可改以其他形式如早晨或下午茶聚，避免加重飯堂員工工作
量。

(l) 國安教育

負責人：劉慶賢先生






預計舉行日期：2022 年 4 月(註：4 月 15 日-國家安全教育日)
陳校長表示上年度教育局通告指示學校需要對老師、學生及家長推行國安
教育，學校歡迎家教會在活動加入此元素，可邀請嘉賓分享國安教育，學
校可提供相關講者的名單參考。
尹露成先生建議以網上講座形式進行。
陳校長提議可向十八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查詢相關講座資料。

(七) 其他事項
1. 討論邀請本會名譽會員的準則



黃秉耀主席提出家教會一直未有邀請名譽會員，與劉慶賢先生提及麥德祥
副校長及黃筱茵老師均對家教會貢獻良多，值得邀請他們成為名譽會員。
由執委推薦提名過往對家教會有貢獻的人士或社會賢達，經執委會通過便
可，非恆常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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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會員是一種榮譽，感謝他們的貢獻，肯定他們是英華的一份子，並無
實質責任。



陳校長提醒在會章內社會賢達也是考慮因素之一。

2.

本屆執委會印製新家教會制服

經投票後決定沿用粉紅色(Colour code 4530)；

每件價錢約$136；

劉慶賢先生會跟進訂購工作。

3.

向社團註冊處更新執委會名單

黃蕙妍老師已協助更新執委會名單。

4.

更改本會銀行支票戶口授權簽發人

本年度需要更改由黃秉耀主席及劉卓能老師為簽發人。

5.

MTR@英華





6.

陳校長報告港鐵公司將退役列車的不銹鋼製坐椅送給學校，已安排在不同
樓層擺放。
港鐵公司亦贈送了一節退役東鐵車廂給書院及一節退役輕鐵車廂給小學，
已規劃放置在操場，將安排地面加固工程。
車廂安裝完成後計劃用作 STEM 活動室。
黃禮邦先生查詢有關保養費用由哪方負責，陳校長回覆日常保養費用花費
不大，將由學校負責；而列車運費由港鐵承擔，另外其他費用仍在商討
中。

二手校服及舊書

陳校長提出因應環保及循環再用的角度，家教會會否考慮二手校服買賣。
委員回應過往曾安排二手校褸買賣但回收與售賣的反應都不理想。

鄭偉紅女士亦提出舊教科書買賣是否可行，其他委員指出教科書耗損比較




大未必可行。
高志雲先生查詢今年貧困學生入學的比率，家教會是否需要為他們安排一
些活動支援他們。陳校長回覆申請學費減免的學生並不多，只有約 100 位
學生。
基於私隱問題，學校不會提供有關學生資料，如家教會可安排支援活動，
學校可嘗試聯絡有關家庭查詢他們是否需要二手校服或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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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下次會議日期：2022 年 1 月 22 日上午 9 時 30 分

會議結束時間：下午十二時二十一分

秘書：╴╴╴╴╴╴╴
黎靄慈女士

主席：╴╴╴╴╴╴╴
黃秉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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