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二十六屆執委會
第三次會議記録

日期 : 二零二一年五月八日(星期六)
時間 : 上午九時三十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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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蘭芝女士、龔倩玉老
師、黃蕙妍老師、黃禮邦先生、高志雲先生、姚金濠老師、陳嵐女士、麥泰元
老師、王為杰先生、陳思穎女士、梁少芳女士、吳清清女士、官建男先生(社
工）、陳狄安先生(候任校長)
(一) 通過第二十六屆執委會第二次會議記錄

動議通過：梁少芳女士；

和議：黃秉耀先生。
(二) 校長報告事項
1. 新任校長任命

校董會已任命陳狄安先生(Mr. Dion Chen)為下一任英華書院校長，生效
日期為 2021 年 9 月 1 日，有關任命已獲教育局批准及在 2021 年 3 月 21
日公開宣佈。

學校管理團隊已開始與新任校長開會進行有關交接工作，確保一切順利過
渡。
2. 中學文憑試(DSE)

核心科目已順利完成考試(4 月 26 日至 5 月 3 日)。

為達至更有效防疫措施，原本在禮堂應考改為分散到不同課室，因此該段
時間內中一至中五的實體課取消改為網上授課。
3. 2020 年度畢業典禮延期

原定於 6 月 25 日舉行的 2020 年度畢業典禮，因主禮嘉賓劉小康先生的工
作行程安排或需要六月中離開香港，以及教育局不建議舉行大型校內活動
(包括畢業禮)下，將有機會延期，校方需要再觀察及商討，詳細情況稍後
再公佈。
4. 復活節禮儀

校友傳道人 Mr.Mak Tsz Keung 分享了數年前回歸家庭店舖幫手後，有機
會接觸深水埗街坊及參與社區工作的經歷。

大家可以上網重溫是次講道。
5. 2021「國家安全教育日」

4 月 15 日舉行了「國家安全教育日」，因半日課及防疫措施下，沒有安排
盛大活動，只安排發放家長信及預備壁報。

政府安排了 2400 張宣傳貼紙及書籤分發給同學，放在校務處及壁報板下
供同學自行取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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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10.

校外評核(External School Review)

外評隊在疫情及文憑試進行期間順利完成了外評，反應正面及提供了建
議，校方將作跟進。

鄭校長感謝參與 4 月 23 日與外評隊會面的家長，外評隊亦讚揚家長很投
入學校生活及支持學校，非常欣賞家教會及家長。
期末大考及暑假延期

期末大考及暑假將順延一星期，大考日期為 6 月 7 日至 25 日；結業禮定
於 7 月 16 日。

考試後部份級別將進行補課。
設立 Digital Archive Room

設於 C604 室，位於 InnoHub 內；

200 周年後文物增多，需要適當地方妥善儲存，地方有相當規模及控制溫
度及濕度；

如家教會有文物需保存亦可放入內。
學生活動及比賽成績

鄭校長分享同學在地理奧林匹克、香港辯論超級聯賽、中國語文菁英計
劃、第十四屆聯校文創、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深水埗傑出義
工、深水埗區優秀青年選舉及蘇黎世全港學界 3x3 籃球挑戰賽等均獲佳
績，恭喜各位得獎同學。

星島日報邀請了上屆畢業的尖子同學接受訪問，分享奪 5**的心得。
補助學校議會祈禱網

安排了 4 月 23 日、5 月 4 日、5 月 10 日及 5 月 20 日為 DSE 順利舉行而祈
禱。

(三) 校董報告事項

校董王為杰先生報告校董會在 3 月 17 日舉行了會議，邀請了新校長陳狄安先
生列席。

財政方面因學生人數下跌，教育局對學校的資助因而減少，要研究調整學費或
招收學生。

教職員方面亦有新的委任及資深老師離職。

鄭校長補充學生人數流失是全港性問題，不少學校面對相同挑戰，招收新生/
插班生進行中。

黃禮邦先生提問因應出生率下降及移民潮影響下，教育局有否向學校提出縮減
學額要求。鄭校長回覆教育局會小心處理直資學校的收生狀況，相信新校長作
為直資議會的主席，亦會為直資學校與教育局積極爭取權益。學校不擔心中一
收生情況，反而高年級較難收插班生。

陳思穎女士提問有關教職員數量會否調整，鄭校長回覆校內人力資源因應科目
課時縮減而作出調配及重整，會有少少變化但確保教育質素能維持。

高志雲先生提問在中一收生方面，有否計劃供應學位給小學校長推薦學生及貧
困學生，鄭校長回覆沒有特定計劃但收到不少小學校長的推薦信，學校在中一
收生時亦有留意學生的地址，會儘量錄取比較草根的學生；而收取插班生方
面，可嘗試在有學位時，聯絡之前曾申請而未獲錄取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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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報告事項
1. 家教會執委會委員分工變動

劉慶賢主席報告因邵肖玲女士及劉慧珍女士移民而請辭，邵肖玲女士的正
選委員由吳清清女士替補。

邵肖玲女士的聯絡組職務由陳嵐女士替補。

陳嵐女士的總務組職務由吳清清女士替補。
2. Thankful Day 攤位活動 (2021 年 3 月 30-31 日)

黎靄慈女士報告活動分兩天進行，家教會家長主要在其中兩個攤位幫忙，
分別是「即影即有」及「感恩便條」。


最初同學們的反應比較被動慢熱，經鼓勵後氣氛比較熱烈。

3. 家教會「口罩設計比賽」

結果已於 3 月 15 日公布及進行頒獎儀式，並於 4 月 1 日的復活節禮儀播
出。

得獎作品製作成口罩套，將於下星期送到學校派給同學。
4. 世界閱讀日 (2021 年 4 月 23 日)

龔倩玉老師已為中文科得獎同學購買了書券作獎品，稍後亦會到誠品書店
為英文科購買書券。

大堂及有蓋操場中間的空地，由 4 月 21 日開始展出了 6 個展板，分別展出
中文及英文科的得獎及出色讀書報告，下星期開始將移至圖書館展出。

美術科及 YSRS 計劃的得獎名單將稍後公佈。

龔倩玉老師感謝中、英文科的評審老師。
5. 「Shall We Talk」家長 Focus Group (2021 年 4 月 17 日)

羅乃萱女士邀請本校兩位家教會家長參加由精神健康委員會舉辦的「Shall
We Talk」Focus Group，劉慶賢主席及陳嵐女士代表出席，活動中學習了
解子女的情緒及這個平台能否協助家長解決有關問題，以及協助推廣。
6. 家長講座 (2021 年 4 月 23 日)




劉慶賢主席報告是次家長講座主題為「網絡沉溺」，網上有 105 位家長參
與，講座尾聲約有 62 位家長；
講座探討「網絡沉溺」的根源是學生與家長的親子關係不佳，同學想找地
方逃避現實；
解決的方法由關心開始，家長要嘗試多關心孩子，重新建立良好親子關
係。

7. 教育局外評隊與家長代表會面 (2021 年 4 月 23 日)

教育局外評隊與一位大埔區中學校長與十多位英華家長會面；

劉慶賢主席報告內容以家長與學校的關係及對學校的支持為主，以及同學
與家長之間的問題作了解；
3



出席委員及家長分享家教會與學校的聯合活動及在家的親子關係。

(五) 討論及跟進事項
1. 家教會簡訊

2021 年 2 月號的簡訊延遲出版，將集中全年活動資訊於 7 月的會訊一併出
版。

黎靄慈女士報告下星期將出通告給家長收集欲收取實體版的數量，再聯絡
印刷商報價。內容方面將介紹本年度活動，請各活動負責委員提供相片及
資料以準備稿件，亦邀請鄭校長、劉主席、麥副校及黎副校撰文。

黃筱茵老師已開設本屆家教會的 shared drive，容量沒有限制，各委員可
以把活動相片上載。

會訊預計 7 月出版，唯未能趕及電競活動，將列為預告活動。
2. 家長自由談 (日期待定)

高志雲先生建議主題為「新常態下的校園生活」，讓家長有機會與家教會溝
通及讓家長對校園的新設施及環境改善有進一步認識;

因疫情未明朗，建議以視像形式進行；

主要分兩部份：

「校園遊蹤」：導賞形式，需要錄製，介紹校園新設施如 InnoLab，亦
可介紹家長有興趣的地方如圖書館、D&T 室及校長室等。因疫情下家
長少了機會來到校園，藉此認識學校及加強歸屬感；

家長與家教會委員溝通環節：建議可先用 Google form 收集問題；

劉慶賢主席建議在自由談之前用 5-10 分鐘作師兄分享環節；陳蘭芝女
士建議邀請今屆 DSE 考生分享疫情下應考的挑戰及困難；

梁少芳女士分享以往自由談分三組:

中一中二：主要有關校園適應及與老師溝通

中三中四：選科與親子關係

中五中六：面對公開試、補習班、學校支援；

高志雲先生建議可以 Chatroom 分組傾談，有經驗家長的分享及互助關係非
常重要；

陳思穎女士建議在遊蹤部分加入 Behind-the-scene 環節，以及老師如何安
排及準備網課，讓家長可知道學校在疫情下盡力維持學生的正常學習，亦
可加入家長支持學校活動的小故事；另外亦建議自由談分組進行，以往亦
不會即場回答問題，但會記低跟進，之後再個別回覆；

鄭校長補充以往對普遍家長的疑問，會用不同途徑公開回應；

整個自由談活動大約一小時(20 分鐘遊蹤+35 分鐘自由談)；

建議舉行日期在考試前，初步日子 5 月 29 日，事前需要拍攝協助；

另外遊蹤地點可考慮 InnoHub、Art Gallery、飯堂、校史館及泳池等；

陳蘭芝女士及陳思穎女士加入籌備小組協助。
3. 社工協辦 - 「家•心了解」親子平行小組

黃筱茵老師報告 4 堂學生組與 4 堂家長組已完成；

5 月 8 日下午有合組活動；

總共有 11 對參加，反應理想。
4. 與社工合辦親子活動–電競比賽

黃禮邦先生報告收到電競活動中心報價單：$35000 包場 4 小時，預計 80
人參加，一組親子組合需收費約$870，活動最低人數要求是 32 人，收費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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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昂貴。
經黎副校與黃建威老師(Albert Sir)聯絡後，黃 Sir 非常支持在校內
InnoLab/InnoHub 舉行，可安排 40 至 45 台電腦。
黃禮邦先生指出是次活動主要讓家長認識為何孩子喜歡/沉迷打機，並帶出
家長與孩子同行的訊息，只要孩子懂得分配時間，家長是會支持的，大家
透過遊戲/比賽，加深彼此認識。
官建男社工報告最新計劃：

電競比賽在禮堂進行，安排大螢光幕及兩排電腦及邀請同學評述

另外安排在課室進行體驗活動(如 FIFA 擂台)

亦可安排 Switch/PS4 等親子體驗遊戲
劉慶賢主席提問如果家長沒有參加比賽，如何參與社工的分享，黃禮邦先
生回覆：黃 Sir 表示小學部有家長是統籌數碼港的電競場地，可考慮邀請
他擔任講者介紹香港的電競發展；黎副校也指出有本校學生是電競選手，
也可邀請他分享。
陳蘭芝女士提問可否加一節給學生指導他們分配時間與選擇合適的遊戲，
官建男社工回覆會帶訊息給學生：家長會支持他們參與電競遊戲，但他們
亦要學懂分配學習與打機的時間。
黃禮邦先生重申打機不是電競，活動主要是讓大家認識電競是一項專門活
動，並不是推廣。
高志雲先生建議家長亦可組隊參加比賽，官建男社工回覆組隊方面可以學
生隊、家長隊、親子隊及老師隊。
活動日期原建議 5 月 15 日，但因孩子將準備大考，籌委小組商討後建議延
後至考試後的星期六舉行，預計 6 月尾 7 月初，初步建議 6 月 26 日下午 2
時開始約 4 小時活動。
姚金濠老師建議遊戲時間不能太短，要預計有二至三小時。

5. 設立 Google Form–家長給校長的贈言

劉慶賢主席下星期會完成表格給各委員給意見，再與聯絡組傾談細節；

將申請獨立 Google 用戶帳號，家長們完成填寫心聲後，會將帳號轉交鄭校
長。
6. 互選校董會家長代表

因王為杰先生已任兩屆家長校董，新學年需要選出新代表；

經在席委員互選後結果如下：高志雲先生(1 票)；黃秉耀先生(4 票)；劉慶
賢先生(2 票)；黃禮邦先生(1 票)；

由黃秉耀先生當選新一屆家長校董。
7. 2021 年 8 月中一新生家長交流會

每年 8 月尾中一新生家長會後，家教會全體會員會分組到各班與新生家長
交流，介紹家教會工作、招募義工及邀請家長參選家教會執委會；

家教會會先預備 FAQ 問題及答案；

今年日期暫定在 8 月 28 日星期六下午。
8. 成立家教會第廿七屆週年會員大會暨執委會選舉籌備小組

籌備小組主席由陳蘭芝女士擔任，劉慶賢主席、黃秉耀先生、高志雲先生
及陳嵐女士任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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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事項
1.

候任校長陳狄安先生出席會議與各家教會委員及老師會面，大家互相介紹認
識。
2. 梁少芳女士提出以往出示家教會委員証，可由停車場入口進入，但今天職員表
示最好由書院正門進入校園。建議校方通知保安人員及校工，家長如出示有效
家教會委員証，不用登記及可容許由停車場入口進入，不用兜大圈由正門進
入。
3. 王為杰先生動議向黃筱茵老師及鄭鈞傑校長致謝，感謝他們多年來支持家教
會；鄭校長亦感謝歷年家教會委員及增選委員對學校的支持。
(七) 下次會議日期：2021 年 9 月 11 日上午 9 時 30 分
會議結束時間：上午十一時四十七分

秘書：╴╴╴╴╴╴╴
黎靄慈女士

主席：╴╴╴╴╴╴╴
劉慶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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