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二十六屆執委會
第一次續會會議記録

日期 :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六)
時間 : 下午二時二十三分
地點 : 英華書院天台會議室
出席 : 劉慶賢先生（主席）、黃秉耀先生（副主席）、黎惠敏副校長（副主席）、鄭鈞傑
校長（顧問）、黎靄慈女士、黃筱茵老師、劉卓能老師、陳嵐女士、邵肖玲女
士、黃蕙妍老師、黃禮邦先生、高志雲先生、姚金濠老師、陳蘭芝女士、麥泰
元老師、陳思穎女士、梁少芳女士、劉慧珍女士、吳清清女士、梁淑燕女士
（社工）、官建男先生(社工）
、謝亭亭女士（社工）
缺席 : 龔倩玉老師、王為杰先生
(一) 通過第二十五屆執委會第四次會議記錄

動議通過：黃秉耀先生；

和議：黎惠敏副校長。
(二) 通過第二十六屆執委會第一次會議記錄

動議通過：黃秉耀先生；

和議：邵肖玲女士。
(三) 校長報告事項

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第四波爆發：

根據衛生防護中心最新指引，如學校某班別有多位同學發燒或有上呼吸
道感染爆發個案，學校需要局部或全校停止面授課堂最少 7 天。

教育局指引在校園內所有人士必須配戴口罩及減少飲食活動，在宣佈停止
面授課堂前會先通知學校這段期間應採取的措施及相應安排。

學校現實行的防疫措施包括收緊校內及課後活動、保持兩米社交距離、體
育課亦減少學生接觸的運動，以其他方式評估。

學校 Canteen 照常開放，已加設隔板及只提供簡單食物。

調節放學後活動而需留校午膳的同學人數。

校長已在 11 月 20 日(星期五)提醒同學多留意衛生，如身體不適應留家休
息及求醫，同學亦要有心理準備隨時停課，應儘快清理儲物櫃。

根據確診個案上升趨勢，估計有可能下星期便開始停止面授課堂。

如教育局宣佈停止面授課堂，所有課堂將改為網上課堂。

中六級別已在九月復課後安排統測，而模擬考試仍未確定能否如期舉行。

中一新生家長晚會由原定 9 月 25 日延期至 10 月 16 日舉行，晚會順利完成，
感謝家長熱心參與及支持。

中一新生日營在 10 月 17 日在校內順利完成，感謝各位老師、工作人員、輔導
大使、義務學生及活動籌辦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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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9 日舉行了網上「英小升中家長會」，除了介紹書院外，亦向各參與家長
公佈了一條龍升中的條件。
書院與英小的各科科主任自八月起已進行了多場學科會議，加強溝通及合作。
2021 年度中一新生資訊日已在 10 月 31 日在網上舉行，並已在 11 月 14 日截
止報名。第一輪面試將於 2021 年 1 月 9 日及 16 日進行而第二輪面試將於 2 月
27 日進行。
2020 HKDSE 成績理想，教育局的學校增值指數(SVAIS)成績亦亮麗，感謝各老
師及同學付出的努力。
福音週在 11 月 10 至 13 日於校內及網上舉行。
門徒訓練計劃“Remnants”本年度擴展至中一至中五同學，因應疫情，有關活
動改為網上進行。
週年戲劇晚會在 11 月 7 及 8 日如期順利在葵青劇院黑盒劇場舉行，參與同學
皆非常投入，表現了不一樣的一面。
本年度畢業禮將於 12 月 11 日舉行，邀請到畢業校友著名設計師劉小康先生擔
任主禮嘉賓，鄭校長誠邀各委員出席畢業禮。
本年度第一期季刊已於十月份派發，主題是本校音樂活動。
鄭校長分享了同學在各範疇表演、訪問及獲獎的最新消息。
因應疫情，學生輔導大使的訓練營將由一月底延期至四月頭。
有家長於東京街轉入英華街之路口停車上落，引致交通擠塞，險象橫生。校方
已發出推送通知給家長呼籲多加留意。














(四) 報告事項
1. 第二十六屆 5 位增選委員：

多謝王為杰先生、陳思穎女士、梁少芳女士、劉慧珍女士及吳清清女士接
受邀請成為增選委員，並歡迎各位出席第一次續會會議。
2. 第二十六屆執委會委員職位更改：

劉慶賢主席在第一次會議後考慮到聯絡組兩位家長委員(陳嵐女士及邵肖玲
女士)均為第一次擔任該職位，為了傳承聯絡組的工作，跟經驗豐富的陳蘭
芝女士商討後，陳蘭芝女士及陳嵐女士均同意互調職位。

更改後的職位：總務(陳嵐女士)/聯絡(陳蘭芝女士及邵肖玲女士)
3. 第二十六屆週年會員大會暨家長委員選舉

第二十六屆週年會員大會籌委會主席李賽紅女士提交了會員大會報告，由
劉慶賢主席代表報告。

李賽紅女士擔任籌委會主席，成員包括第二十五屆委員:劉慶賢主席、王為
杰副主席、陳蘭芝女士、陳嵐女士、黃秉耀先生、黃筱茵老師及黃蕙妍老
師，籌委會共開了 3 次籌備會議。

AGM 於 2020 年 11 月 8 日（星期日）假英華書院鈕寶璐禮堂舉行，由前主
席蘇虬先生擔任當日司儀。

劉慶賢主席多謝籌委會統籌是次活動，並感謝 10 位家長義工在當日協助點



名及派發茶點、多位附屬會員及家校組老師協助點票。
是次 AGM 家長出席率約 45%，而投票人數約 38%，來年需要再加強宣傳。
是次 AGM 因疫情關係，籌委會需考慮各種突發情況作出應變，惟所有構思
的方案均沒有列明於現行會章中。經徵詢前主席朱映紅女士的法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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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執委會決定修改會章以完善有關程序，並需於 AGM 通過。
今年有 11 位家長報名參選，參選人數仍然為低，但有多位初中生家長參
選，來年要繼續加強宣傳。
家長義工嘉許禮共邀請了 67 位義工，出席人數共 35 位。
三項會章修訂的點票票數與出席會員人數有頗大落差，監票家長及點票老
師提議日後若有修章事項，可於說明修章細節後，提醒所有會員要交回選
票。
是日整體流程大致暢順，嘉賓蔡元雲醫生的答問環節因家長們反應熱烈而
致整個 AGM 稍為超時完成。
籌委會對來屆 AGM 有以下建議：
➢ 於通知家長會員出席會員大會的通告加入「惡劣天氣安排」之相關備
註。
➢ 可考慮把宣傳守則列入「家長委員選舉程序及守則」內。
大會報告會存檔留待下年參考。

4. 家教會簡訊 - 2021 年 2 月號

原定於 2020 年 12 月出版，現預計 2021 年 2 月出版。

內容將包括：主席的話、校長的話、AGM 及麥德祥副校長退休感言。
5. 檢視聯絡組及圖書館義工家長工作安排




第 25 及 26 屆的聯絡組委員已交接好聯絡組的工作，龔倩玉老師亦已協助
更新及建立 eClass 的群組。
每班亦已委任了班長，大家能有效地透過 whatsapp 及 eClass 將學校及
PTA 訊息傳遞給家長。
班長反映家長對中二及中三的學習營安排及英華街的交通狀況，聯絡組委
員已跟校方反映意見及迅速獲得回應。
學校將出推送通知提醒家長有關停課安排，聯絡組會再出 whatsapp 提醒家
長。
劉慶賢主席提議校方提名一位老師，如果聯絡組收到家長查詢，可以統一



聯絡該位老師。
邵肖玲女士報告兩組圖書館義工已開始了運作並完成了兩次服務。





6. 家教會附屬會員

黃筱茵老師報告今年暫未有新附屬會員加入，至目前為止共有 39 位附屬會
員。

將會在中六畢業禮再作招募。
7. 2020-2021 年度各項活動及贊助撥款


劉卓能老師報告上年度盈餘$22521，本年度預計會費收入$67500，預計盈
餘$23700，財務穩健。
黃筱茵老師報告全年由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活動撥款大約$25000，包括：
約$5000 恆常經費、$10000 戶外活動經費及$10000 家長工作坊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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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討論事項
1. 議訂家教會 2020-2021 年度全年恆常工作及活動安排
1.1 恆常工作
1.1.1 家教會會訊

負責人：黎靄慈女士及劉慶賢主席

將如期於 2021 年 7 月出版。
1.2 議訂活動
1.2.1 敬師日 (8/3/2021)

負責人：黃秉耀先生(籌委主席）、梁少芳女士、陳嵐女士及邵肖玲女士
1.2.2 世界閱讀日 (2021 年 4 月份)

負責人：劉慶賢主席

今年繼續會與中文科、英文科及視藝科合作舉辦比賽，獎品待定。
1.2.3 家長日書展 (7/2/2021)

負責人：陳蘭芝女士(籌委主席）及邵肖玲女士
1.2.4 家長日活動及參觀 (7/2/2021)

負責人：黃禮邦先生(籌委主席）、高志雲先生及陳思穎女士

建議今年參觀 Open VA Gallery 及 Inno-Hub。
1.2.5 校園歷奇及家長荼聚

因應疫情及限聚令等不明朗因素，今年將不會舉辦校園歷奇及家長荼
聚。
1.2.6 家長自由談 (日期待定)

負責人：高志雲先生(籌委主席）及劉慶賢主席

設立主題及關注事項
1.2.7 社工協辦 - 「家•心了解」親子平行小組

主要是社工恆常活動

負責人：黃筱茵老師 (與社工聯絡及發通告)

在二至四月進行。
1.2.8 與社工合辦親子活動 (15/5/2021)

負責人：黃禮邦先生(籌委主席）、黃秉耀先生及陳思穎女士

建議活動包括：Kin ball、War game、地板冰壺、電競

吳清清女士是地板冰壺導師，可建議及提供活動計劃。

姚金濠老師聯絡到一位現為電競活動中心負責人的舊生，建議了一些合
適的電競比賽如:賽車/足球/War game，其中 War game 可同時 100 人進
行。活動中心在旺角麥花臣匯，收費為家長$30 及學生$20，場地有 6-7
個員工負責有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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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家長講座 (17/4/2021)

負責人：劉慶賢主席 (籌委主席）及劉慧珍女士

黃禮邦先生表示近日盛行 KOL，建議題目可有關依賴 Online Social
Media 或在網絡世界如何鞏固親子關係等。

陳思穎女士建議探討如何在停課期間教導學生自律及正確安全使用網
絡。

高志雲先生建議如何透過上網舒緩家長壓力。

邵肖玲女士建議可找師兄分享。
1.2.10 家長學堂 (5/2、5/3、12/3/2021)

負責人：劉慶賢主席、黃秉耀先生及陳思穎女士

家教會主要負責招募家長、記錄活動出席率、預備茶點及頒發証書等。

活動由聖雅各福群會及學生輔導組合辦，今年將有一堂有關藝術的工作
坊(Open Art Studio)，目的為各家長減壓，預計於 6/3 或 13/3/2021 進
行，由陳蘭芝女士(籌委主席）及邵肖玲女士負責跟進。
1.2.11 與學生輔導組合作的活動

21/12 及 22/12 的 Thanksgiving 活動，凌繼昌老師預留了一個攤位給
PTA 負責小吃及小遊戲，由邵肖玲女士、吳清清女士及梁少芳女士負責。

22/1/2021 邀請了羅乃萱女士舉行家長講座，主題有關「正向教育」，由
劉慶賢主席、陳嵐女士及陳思穎女士負責跟進。
1.2.12聖誕聯歡

因應疫情及限聚令等措施，本年度將取消聖誕聯歡會，改為預備聖誕禮
物給各家庭。

經各委員商議後，決定舉辦「口罩設計比賽」，得獎作品將製作成【英華
口罩】作禮物，預計農曆新年期間送出。

參考早前英華書院音樂聯會製作的布口罩，製作 400 個成本約$30 一個，
由香港公司設計，國內廠家生產，生產期約二至三星期。

負責人：黃秉耀先生(籌委主席）、陳嵐女士及劉慧珍女士
(六) 其他事項
1. 向社團註冊處更新執委會名單

黃筱茵老師已協助更新執委會名單。
2. 更改本會銀行支票戶口授權簽發人

本年度沒有更改。
3. 校外天橋工程

麥泰元老師報告上星期收到天橋承辦商來電，表示校外天橋工程已順利完
成及啟用。

學校將致送錦旗給承辦商及土力工程拓展處並建議家教會也致送錦旗或嘉
許信表示謝意。


各委員贊成致送嘉許信，由劉慶賢主席負責。

(七) 下次會議日期：2021 年 1 月 23 日上午 9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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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束時間：下午四時四十五分

秘書：╴╴╴╴╴╴╴
黎靄慈女士

主席：╴╴╴╴╴╴╴
劉慶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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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二十六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職位分配
執行委員會之架構如下:
主席(一人)

: 由家長出任

劉慶賢先生

副主席(二人)

: 由家長一人及本校副校長出任

黃秉耀先生
黎惠敏副校長

秘書(二人)

: 由家長及教師各一人出任

黎靄慈女士
黃筱茵老師

司庫(一人)

: 由教師出任

劉卓能老師

聯絡組

: 家長及教師各二人
由家長出任組長，教師出任副組長

陳蘭芝女士(組長)
邵肖玲女士(組長)
龔倩玉老師(副組長)
黄蕙妍老師(副組長)

活動組

: 家長二人及教師一人

黄禮邦先生
高志雲先生
姚金濠老師

總務組

: 家長及教師各一人

陳嵐女士
麥泰元老師

顧問

:

鄭鈞傑校長

現任校長為當然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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