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七屆執委會
第四次會議記録

日期
時間
地點
出席

:
:
:
:

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七日（星期六）
上午九時三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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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露成先生、蔡婉湞老師、黃禮邦先
生、高志雲先生、劉裕勤老師、王國榮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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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清清女士、鄧超澤老師、蔡廸坤老師

(一) 通過第二十七屆執委會第三次會議記錄

動議通過：高志雲先生；

和議：劉慶賢先生。
(二) 校長報告事項
1. 新學年開學事宜

今年的主題是”Be Kind”，讓同學學習何謂”Kindness”，對自己好之餘，更
要學懂與別人相處及原諒別人，今年集會將會以這主題進行及分享；

本學年收生人數中規中矩，開學人數為 1019 人，9 月 30 日將上報學生人
數予教育局；

老師人數為 88 人(與學生比例 1:11.6)及非教員人數為 42 人，成人與學生
比例為 1:7.9，班師比例為 1:2.5。
2.

校園新設施

各中一級班房及 D&T Lab 已更換電子黑板，黑板中央位置是一部電視，非
使用時可在上面如一般黑板書寫；

先在中一級試行，如反應理想再逐步更換其他級別班房的黑板。

3.

2022 中學文憑試(DSE)成績

今年整體成績比往年優勝，大學入學率及個別科目成績比以往理想；

平均表現高於全港平均成績 3 倍，對比上年成績亦有提升；

四個核心科目，中英文科有九成學生達 3 級或以上，5 級或 5**級的比例
亦理想；

入大學比例達九成；

大學聯招(JUPAS)的表現，140 名參與考生中，121 位同學獲得學位取錄，
其中 46.43%(65 人)入讀三大的學位課程，總括大約 78%(109 人)順利進
入大學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大學學位課程；有 12 位同學獲香港都會大學或
其他院校學位課程；1 位同學取得副學士課程；13 位同學未有學位取錄及
5 位同學沒有提供有關資料；

19 位同學負笈海外，當中 11 人前往英國升學，其餘前往澳洲、加拿大、
日本、瑞士及台灣繼續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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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局(EDB)有關接種疫苗的要求
4.1. 疫苗計算
(a) 教職員需符合疫苗通行証要求，本校已達標準；
(b) 學生需符合以下其中一項

3 針科興

3 針復必泰

2 針而未到期打第三針
(c) 曾感染 Covid 的同學(包括未曾打針及已打第一針)需按日期接受注
射，如接種第二劑 14 天後感染的同學可免注射第三針。
4.2. 全日課安排
(a) 10 月 31 日前，已打 2 針學生人數達九成(本校己達 95%)；
(b) 11 月 1 日起需要九成同學打 3 針或疫苗計算等同 3 針，如未符合要求
需轉回半日課。
4.3. 課外活動(ECA)安排
(a) 如學生在 11 月 1 日未符合打針要求，不能參與任何課外活動；
4.4. RAT 快速測試
(a) 全校教職員及學生每天回校上課前必須先進行快速測試；
(b) 學生需要將陰性快速測試結果上載至 eClass
(c) 同學及家長如感染 Covid 或屬密切接觸者，務必如實上報有關政府機
構及通知學校；
(d) 同學如沒有在回校前完成快速測試或上載結果至 eClass，需要即時在
校內進行快速測試，每次收費$10，款項將用作購買快速測試劑備
用；
(e) 如同學曾感染 Covid，三個月內可免每天快測的要求，唯同學必須向
學校申報及呈交証明文件以作紀錄。

5.

學校有關防疫安排

九月份已實行全日面授課，期望 11 月 1 日後仍可維持，唯要有足夠疫苗
接種數據支持；

學校己開始收集同學最新的疫苗紀錄，預計十月初有最新及比較準確的數
據；

午膳安排方面，

中四至中六級沒有改變，可選擇在飯堂或外出午膳；

飯堂因應衛生防護中心指引，每張枱已加了隔板，學校亦購置了 4 部
空氣淨化機，以減低學生感染風險；

飯堂外小舞台位置、有蓋操場及有蓋操場外的位置，在午膳時間亦設
置了枱櫈供學生午膳；

中一至中三級如留校午膳，首 30 分鐘必須留在課室進食，中一級同
學如享用飯堂午餐，必須在 eClass 預先訂購該月午餐；

9 月 22 日起有新安排：中三級同學可在飯堂午膳，中一及中二級仍
需留在班房進食；

十月份開始，除中一級外，中二級同學亦可在 eClass 預訂飯堂午餐；
同學請自備餐具，家長需存入足夠金錢在 eClass 戶口以作訂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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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ELTA X Programme

每級各有主題，在本學年內安排級本活動給同學參加；

透過活動讓同學在正向校園環境下獲取經驗，建構正確價值觀；

第一個重頭活動在 9 月 30 日舉行，各級將在校內或校外不同地方進行級
本的活動；

各級的主題及舉行地點：
S.1
S.2
S.3
A journey of selfThe Grand Line: A day
Leadership Training
discovery @YWC
camp @HKFYG Jockey
Camp @PLK Campsite
Club Sai Kung Outdoor (Tai Tong)
Training Camp
S.4
S.5
S.6
Service-Learning Project Life Planning Day
Team Building Day
(visits & interviews)
@YWC (with company
Camp @PLK Pak Tam
with YWCA
visits)
Chung Holiday Camp

7.

陸運會將於 9 月 21 日舉行，同學進入灣仔運動場需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
用程式掃瞄場地二維碼及屬於藍碼人士，請家長為兒子準備智能電話或電子儀
器。

8.

其他學校活動

七月至八月期間在英華泳池舉行了 YWC x Splash x Swimming x Community
Service 活動，同學以自己的技能教導智力稍遜學生學習游泳，藉以服務
社會；

8 月 19 日參加了 NFT Wall Mural Project，Art Club 同學在校園一樓的牆上
繪畫；

9 月 1 日開學日，聯同英華小學，舉行了升旗禮及開學禮儀；

9 月 5 日各社舉行了社員大會（House Meetings）；

9 月 8 日及 9 日於小息時間舉辦了中秋慶祝活動，學校準備了各式月餅及
水果供同學品嚐分享，由家長義工幫忙準備；

9 月 9 日舉行了 Captain and Monitor Workshop；

9 月 9 日及 10 日，幾位合唱團成員獲邀參加香港管弦樂團的新樂季揭幕
音樂會的演出；

9 月 14 日早會上邀請了英華女學校的同學，一起為扶青社「深緒情緣」
活動作分享；

本年度學生會參選內閣名為〈ZEALOUS〉，稍後將進行投票。

9.

英華學生在校外比賽皆獲得理想成績:

AEROSIM 聯校飛行比賽，英華仔獲得了全場最佳表現獎及最佳報告獎的亞
軍；另外十月底將有一架模擬飛機運抵學校，加強學生在 STEM 方面的學
習；

音樂方面亦獲得多個獎項，未能盡錄；

籃球隊在蘇黎世保險香港學界 3X3 籃球挑戰賽獲得冠軍。

10. 英華書院周年戲劇晚會 2022 將於 9 月 24 日及 25 日假沙田大會堂文娛廳聯合
九龍真光中學的同學演出，劇目名為「流離之書 2」，共演出 3 場，門票已開
始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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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董報告事項

黃秉耀主席報告校董會於 7 月 14 日舉行了會議，主要討論有關學生人數減少
的問題，學校已有相應措施跟進，以保持學生人數及質量；

下一次會議將於 2022 年 11 月 3 日舉行。
(四) 報告事項
1. 家教會委員（家長及教師）變更及致謝

兩位新老師加入：鄧超澤老師、蔡廸坤老師，接替離校的劉卓能老師及龔
倩玉老師，黃秉耀主席代表致送紀念品（PTA USB 及 200 週年鎖匙扣）給
兩位老師，歡迎他們加入家教會；

劉慶賢副主席兒子是應屆畢業生，這是他最後一年擔任家教會委員，黃秉
耀主席表示將在周年大會作出致謝，今日會議家教會各委員亦預備了心意
卡送給他留念；

同時，家教會各委員亦預備了心意卡送給劉卓能老師留念；

執委陳嵐女士因兒子轉校而退出執委會職務，空缺由選舉中順位落選最高
票者鄭偉紅女士接任成為執行委員（聯絡）；

根據以上老師的人事變動，黃蕙妍老師報告以下的新安排：
✓ 劉裕勤老師接替龔倩玉老師擔任聯絡
✓ 蔡婉湞老師接替劉卓能老師擔任財務
✓ 鄧超澤老師接替蔡婉湞老師擔任聯絡
✓ 蔡廸坤老師接替劉裕勤老師擔任活動
2.

家教會會訊（2022 年 7 月號）

黎靄慈女士報告今期會訊共印刷了 500 份，頁數共 16 頁，比去年多了 4
頁，印刷費合計$5650；

已於 7 月 25 日送抵學校，並於 7 月 28 日中一新生註冊日時派發給註冊新
生；

結業禮當天派發給其他級別要求紙本會訊的學生；

電子版已上載至家教會網頁；

感謝幫忙寫稿的活動負責委員。

3.

親子同樂日(2022 年 7 月 23 日)

黃禮邦先生報告活動主要分為「攻防箭」及「躲避盤」；

有 22 個家庭，共 44 人報名參加，最終有 18 個家庭出席；

活動總收入是$8800，總支出(提供者收費及禮物)是$9790；

參加者反映活動好玩，但對「躲避盤」稍為失望，因期望是對戰形式而不
是傳球形式；

黃禮邦先生反映社工參與度比往年少，Debriefing 時間比較短及回饋內容
比較少，而因臨時有緊急事需處理，不足夠時間讓莫 Sir 觀察遊戲的模式
及操作，未能就此作個別的回饋分享，以致分享質量及效果未及往年。

4.

2022 年 8 月中一新生家長交流會(2022 年 8 月 27 日)

劉慶賢先生報告當日共有 9 位委員，4 位家長義工及李賽紅女士參與協助
登記及分享活動；

登記流程暢順，學生雜誌〈火炬〉原放在禮堂後方，新生家長很容易錯
過，後來家長義工決定放在登記枱上讓家長可在登記完成時取一份細閱；

課室分享環節流程亦暢順，收集了部分家長提問，在 Debriefing 時委員討
論了哪些問題需要學校跟進及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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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課室分享環節，王為杰先生反映今年少了家長發問。

5.

2022-23 年度聯絡員籌備工作

鄭偉紅女士報告中一級的家長名單已完成整理，每班已有代表的班長，現
時只欠少量 eClass 舊群組未清理；

黃蕙妍老師補充龔倩玉老師在 eClass 的權限是在建立系統時由舊 IT 同事
創健，黃健威老師需要花點時間才能將龔老師的權限加給劉裕勤老師，所
以今年比較遲才開立 eClass 家長群組；

6.

第二十七屆執委會財政狀況總結

蔡婉湞老師報告截至 8 月 31 日，本年度開支與以往相約，其中 Best
Houseman Award 約$3000 開始未入帳，家教會親子活動的總收費亦需待
校方提供；

本年度有盈餘$42402.55，未入帳項目入帳後，預計盈餘會增加。

(五) 討論及跟進事項
1. 2022-23 年度家長義工資料整理

尹露成先生報告 9 月 16 日已通知各級家長可以透過 Google Form 填報參
與家長義工的意向，9 月 23 日截止；

今次也請中一級家長以 Google Form 再填報，建議下學年在新生家長日當
天也以 Google Form 方式填報代替剔選紙張表格，避免重複報名及更易處
理資料；

截至 9 月 16 日晚上已收到 61 位家長回覆，暫有 5 位中一級及 1 位中四級
家長表示欲參選家教會執委選舉；

整理後的參選家教會執委選舉名單交給劉慶賢先生及黃秉耀主席；義工名
單包括攝影義工名單由聯絡組保存，活動籌備工作人員有需要可向他們索
取資料；網頁製作義工名單交給王國榮先生；

尹露成先生建議每次家教會活動要保存義工名單，活動結束後交給聯絡
組，以方便及準確整理周年大會上的義工嘉許名單。
2.

2022-23 年度圖書館義工籌備工作

圖書館家長義工名單整理後交給黃蕙妍老師轉交新任圖書館老師；

3.

家教會第二十八屆周年大會暨執委選舉籌備工作

劉慶賢先生報告剛開始籌備工作，9 月 7 日開了第一次會議，定出各重要
日期，9 月 19 日會出第一份通告邀請家長參選，10 月 15 日將有第一次候
選人交流聚會；

今年將邀請資深教育界人士，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榮休副校長麥卓生先生
任演講嘉賓。

4.

團購快速檢測包

黃秉耀主席報告已收到訂購數量並已聯絡上次的供應商訂購；

9 月 22 日送貨到校，下午需要 8 位家長義工幫忙包裝分配；

共訂購約 16000 支 RAT，307 位家長訂購。

5

5.

英華校園遊 (原定 2022 年 9 月 17 日)

黃秉耀主席報告活動原定 9 月 17 日下午舉行，目標是中一級家長，計劃
由中二及中三級的校園大使向參與家長介紹校園，讓家長除了認識校園
外，亦可認識到擅詞令及大方得體的英華仔；

唯疫情考量及時間緊迫，經與校方商討後，現擬延期至 11 月 19 日舉行；

黃禮邦先生提出除中一家長外，會否邀請其他級別的插班生家長參加，在
新生家長日的分享中，他們也有興趣加深對學校的認識，黃秉耀主席表示
出 eClass 通告給個別插班生家長有困難，黃蕙妍老師建議可以紙本通告邀
請。

6.

2023 年家長日書展準備工作

新學年的家長日定於 2023 年 2 月 19 日；

尹露成先生已聯絡網上書展的書商(中文：天地圖書/英文：ReadingPlus/
雜誌：Magazines International)，另外基督教書籍已聯絡宣道書局；

王國榮先生提出有家長反映網上書展的書商定價比一些小型書局的較高，
他會向他們查詢有關書局的資料，他建議如未能舉行實體家長日，書展應
取消。

(六) 其他事項
1. 節日活動

黃秉耀主席提出早前家教會委員協助中秋慶祝活動，學校計劃在其他節日
舉辦類似活動，希望繼續與家教會合作交流；

黎惠敏副校長提出家教會可幫忙預備或分發食物及小禮物，如有類似嘉年
華會，亦可考慮籌辦攤位等，去年農曆新年曾考慮製作賀年食品、書法攤
位、寫揮春等，唯疫情關係，最後只能安排小禮包送給同學，以及邀請童
軍製作如意結；

黎副校長預告下一個慶祝節日將會是聖誕節，計劃中的節日還有農曆新
年、復活節、母親節及父親節等，構思中考慮母親節請爸爸回校幫忙，父
親節則請媽媽回校幫忙；

王為杰先生提出中一家長日時李賽紅女士回來幫忙，提議劉慶賢先生在兒
子畢業後也多回來一起參與家教會活動。

黃秉耀主席建議聯絡組整理家長義工排序表，有活動需要家長義工的話，
可順序找尋，使更多家長可參與。
2.

賽馬會家校合作計劃

黃秉耀主席十月份會聯同黃蕙妍老師一起參加簡介會。

3.

另類教育活動

鄭偉紅女士報告有中一家長查詢家教會會否舉辦一些另類教育活動，如探
訪更新人士；

高志雲先生提出懲教署有一個名為「思囚之路」的計劃，可安排參觀懲教
院所，另外「更生先鋒計劃」下亦有其他不同項目可供參加；(參考；
https://www.csd.gov.hk/tc_chi/reh/reh_community/reh_community_rpp/reh_
over_peps.html)

因疫情關係，部分參觀可能暫停，參加者亦需符合疫苗通行証的要求，可
向「更生先鋒計劃」辦事處申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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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飯堂委員會

尹露成先生及王國榮先生在 7 月 27 日參加了飯堂委員會的會議；

尹露成先生報告會議主要提出飯餐及部份食品加價$1、午餐飯票增加一項
選擇；另反映了 6 月某天緊急決定全校需留校午膳，唯安排上較混亂，現
時學校因應需求而安排部分級別留在課室午膳以減低飯堂的座位需求，另
可考慮彈性午飯時間的可行性；

王國榮先生補充有學生表示自助飲品售賣機的收費比出面貴。

5.

陳嵐女士因兒子轉校而退出家教會，黃秉耀主席代表家教會對她多年對家教會
的幫助及支持，致以感謝。

6.

「TEEN 使行動」

高志雲先生與王國榮先生早前參加了此計劃的會議，王國榮先生報告會議
內容包括家長分享與子女相處之道及互訴心聲，家長提問踴躍，預計每季
開一次會；

高志雲先生報告除了家教會兩位委員外，另有 4 位家長參加，形式接近
Focus Group，徵詢大家有否留意學生或家長在精神健康方面的需要，再與
團隊（包括臨床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等）商討一些項目或咨詢回饋持份
者；

黎惠敏副校長補充此計劃由怡和基金聯合葵涌醫院精神科合辦，目的是提
升精神健康情況，計劃為期兩年，不同持份者也會參與，此計劃會因應學
校的情況而提供相對的活動：老師會定期接受培訓，學生亦有 Mass Talk 或
級本活動讓他們認識精神健康，其一目的使各持份者提升警覺，裝備自
己，多留意身邊人是否有需要協助；

計劃他們主辦機構怡和會訓練一些義工，他們會到校訓練同學成為精神健
康推廣大使，加入師友計劃的元素；

鄭偉紅女士提問如何把資訊與其他家長分享，黎惠敏副校長回覆小組在收
集家長意見後，機構會與輔導組計劃舉行相關家長講座，現階段是開始，
先了解英華家長的需要再度身訂造合適活動。

7.

劉慶賢先生提出致謝動議，向本屆執委會成員致謝，感謝大家在疫情下協力舉
辦了多項活動。黃秉耀主席亦代表家教會向劉慶賢先生提出致謝動議，感謝他
在家教會多年的付出。

(七) 下次會議日期
下一次會議定於 2022 年 11 月 6 日（星期日）第二十八屆會員周年大會執委選舉之
後舉行。
會議結束時間：上午十一時二十一分

秘書：╴╴╴╴╴╴╴
黎靄慈女士

主席：╴╴╴╴╴╴╴
黃秉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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