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二十四屆執委會
第一次續會會議記録

日期
時間
地點
出席

:
:
:
: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日（星期六）
上午九時正
英華書院天臺會議室
李李賽紅女士（主席）、鄭鈞傑校長（副主席）、劉慶賢先生（副主席）、趙丘月
華女士、李黃美寶女士、周陳蘭芝女士、黃禮邦先生、翟偉榮先生、王為杰先生、

陳國威先生、謝陳思穎女士、許頌旋女士、梁少芳女士、陳嵐女士、黃筱茵老師、
龔倩玉老師、麥泰元老師、黃蕙妍老師及姚金濠老師
缺席 : 尹露成先生、麥德祥副校長、劉卓能老師
(一) 通過第二十三屆執委會第五次會議記錄
 動議通過：劉慶賢先生；
 和議：趙丘月華女士。
(二) 通過第二十四屆執委會第一次會議記錄
 動議通過：黃禮邦先生；
 和議：劉慶賢先生。
(三) 校長報告事項
 2019-20 年度中一招生簡介會已於 11 月 3 日完滿舉行，除了禮堂外，還在課室及
其他地方，如有蓋操場等以視像直播簡介會。
 水運會及陸運會已成功舉行，各位贊助老師的「皕載三千」長跑亦已完滿舉行。
 為紀念創校 200 年校慶，周年戲劇晚會「善行者」已於 9 月 30 日舉行，並以馬
禮遜牧師來華傳道的經歷為主題，與九龍真光中學同學一同演出。
 英華小學小五、小六家長會於 10 月 5 日於鈕寶璐禮堂舉行，會上介紹了直升書
院的要求，包括學業成績及品格要求。
 創校 200 年紀念學術會議於 10 月 12 及 13 日在浸會大學舉行。
 由許冠傑先生作曲、周耀輝先生填詞的創校 200 年校慶主題曲「天地人」在 10
月 28 日於書院拍攝 MV，感謝各位校友踴躍出席參與拍攝。
 於香港歷史博物館展出的創校 200 年歷史展於 11 月 1 日舉行開幕禮，各位出席
的嘉賓包括倫敦傳道會、日本領事館、倫敦大學及牛津大學的代表。
 創校 200 年感恩崇拜將於 11 月 11 日舉行，校慶同樂日及校友日則於 11 月 30 及
12 月 1 日舉行。
 創校 200 年校慶郵票已於 11 月 9 日推出，已訂購的家長將於稍後收到郵票。
 鄭鈞傑校長分享了各校友的最新情況及同學獲獎的消息。
 IDEA 柬埔寨建校計劃會繼續於未來 5 年推行，希望領帶同學到柬埔寨興建學校，
讓他們從服務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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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英華校友會籌辦的英華書院創校二百年特刊已於 11 月 9 日在明報刊登，由多
位校友親身說出感受，並會登出 1954 年版本的校歌原稿，非常珍貴。
(四) 校董報告事項
 校董劉慶賢先生報告校董會第一次會議於 10 月 23 日舉行，於會上書院及英小的
校長及校監分别作出工作報告，英小的新一任校長甄選亦已完成。
 鄭鈞傑校長報告校董會内討論了於 2019 年增加學費的建議，以繼續支援運動發
展、音樂交流及資訊科技應用。
(五) 報告事項
1. 第二十四屆 6 位增選委員：
 陳國威先生、陳嵐女士、陳思穎女士、許頌旋女士、梁少芳女士及尹露成
先生接受邀請成為增選委員並出席了第一次續會會議。
 李賽紅主席歡迎各位委員，並再次提醒各位注意作為委員的行為守則，尊
重資料的保密，於適當時候收集家長意見及發放訊息，及避免利益衝突。
2. 第二十四屆週年會員大會暨家長委員選舉
 第二十四屆週年大會籌委會主席蘇虬先生提交了會員大會報告，更感謝多
位附屬會員協助點票。
 李賽紅主席報告執委選舉過程順利，15 位參選家長都能於 1 分鐘內完成宣
讀政綱，感謝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老師負責點票。亦感謝曾副校長作為司
儀控制流程得宜，使修章投票及點票暢順完成。包裝食物方便派發，但可
能有家長因為希望嘗試不同味道而多拿一包。
 由於出席的家長人數不及報名的一半，明年可加強吸引家長出席。謝陳思
穎女士建議可於會員大會嘉許義工，提升家長的出席率。
 李黃美寶女士提出部份家長未有收到選票需現場補發，明年可考慮容許家
長於 E-class 自行補印選票，及進一步研究電子投票的可行性。
 趙丘月華女士指出知道有校友透過 Whatsapp 群組建議投票給 7 位校友及
校友家眷候選人，她表示雖然於候選人聚會只提醒各參選人不應以其與其
他家長溝通的便利（例如透過聯絡組）作宣傳，但以群組建議投票給指定
類別的候選人似乎亦不太恰當。李賽紅主席補充，有候選人亦曾向她查詢
是否可以進行宣傳，當時已向有關候選人表示雖然籌委會沒有規定不能作
自行宣傳，但過往都未聞有候選人會自行宣傳。因籌委會會統一發放候選
人資料，讓各人有同等的宣傳機會。趙丘月華女士表示雖然籌委會沒有説
明違反的跟進方法，但建議於下一屆的籌委會內討論及訂明違反的跟進方
法，如由籌委會向所有家長公佈某一候選人自行宣傳的做法。
3. 章程優化工作
 李賽紅主席報告章程優化工作已完成，資料將被存檔，及於網頁更新。
4. 聖誕聯歡會 - 2018 年 12 月 15 日
 籌備委員會將於 11 月 10 日下午舉行會議，梁少芳女士將加入籌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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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家教會簡訊 - 2018 年 12 月號
 李賽紅主席報告 12 月號簡訊會以 4 版介紹新一屆委員及報導 7 月的濟州遊
學團，在比較兩份印 1500 份的報價後，會沿用以往的印刷商。
6. 聯絡組及圖書館義工家長工作安排
 第 23 及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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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lass 的群組。
 周陳蘭芝女士提醒 Whatsapp 群組只是由家長自行建立，是輔助性質，未必
包括所有家長，所以訊息發放必須以 E-class 為準。李黃美寶女士補充若遇
到個別班長未能及時將訊息於 E-class 群組發放，她及周陳蘭芝女士會與相
關班長溝通後，協助於該班的群組發放。
 建議新一屆聯絡組委員可在 E-class 向各家長介紹自己及各班的班長，以方
便日後溝通。
7. 「家教會附屬會員」
 黃筱茵老師報告包括今年新加入的家長現共有 31 位附屬會員，會員卡亦已
發出並以電郵聯絡。
8. 2018-19 年度各項活動及贊助撥款
 李賽紅主席報告 2018-19 年度家長教師會預算撥款贊助各項活動及獎項，如
最佳社員獎、圖書館活動，以及藝術、體育、音樂和戯劇等活動。
 另外贊助學生會在校慶嘉年華舉辦的抽獎禮物費用物上限為 HK$5,000。
9. 家教會校慶紀念品
 李賽紅主席報告家教會為慶祝創校 200 年校慶，並為學校推行服務學習籌
款而訂製的校慶紀念品包括 500 份手製朱古力、1200 支 USB 記憶棒及 1200
件校慶徽章水晶磁石貼。
 經 E-class 預先訂購售出的校慶紀念品已足夠收回製作成本，其餘收益會全
數轉交書院以資助服務學習活動之用。
(六) 討論事項
1. 2018 年 11 月 30 及 12 月 1 日校慶嘉年華及校友日售賣家教會校慶紀念品
 李賽紅主席（籌委主席）
、陳國威先生及劉慶賢先生會安排售賣細節及各委
員的分工和工作時段，在有需要時會請聯絡組委員邀請義工家長協助家教
會攤位售賣家教會校慶禮品。
2. 討論家教會恆常活動及議訂 2018-19 年度全年活動及工作計劃
2.1 「家長學堂」- 2019 年 3 月至 4 月期間
 「家長學堂」將由書院及家教會聯合舉辦，工作坊會由聖雅各福群會方舟
生命教育館主持，籌委會成員包括李賽紅主席（籌委主席）
、李黃美寶女士、
周陳蘭芝女士及許頌旋女士，籌委會會商討舉行日期及其他細節，至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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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擔安排會與書院再商討後，於下次會議一併匯報。
一系列「家長學堂」工作坊由四節 1.5 小時的課堂組成，希望家長能出席所
有四節工作坊。經討論後建議工作坊於星期五或星期六舉行，可考慮的日
期包括：
星期五： 3 月 8 日、3 月 29 日、4 月 12 日及 5 月 3 日；
星期六： 3 月 9 日、3 月 30 日、4 月 13 日及 5 月 4 日。

2.2 恆常工作
(a) 家教會會訊
 第 24 屆家教會的會訊將於 2019 年 7 月出版，李賽紅主席請各活動負責
委員於活動完成後儘快提交會訊稿件，黃筱茵老師亦已協助建立 Google
檔收集活動相片。
2.3 往年恆常活動
(a) 聯絡員、活動義工家長及圖書館義工家長茶聚
 義工計劃籌委會成員包括李賽紅主席、黃美寶女士（籌委主席）
、周陳蘭
芝女士、黃禮邦先生、陳國威先生及陳思穎女士，籌委會將建議整套義
工招募計劃、溝通方式、工作分配及感謝模式等，於下次會議匯報。
(b) 家長自由談
 翟偉榮先生反映去年部份中一家長不清楚家長自由談是家長間經驗的分
享，期望能在自由談中提出問題及得到學校即時解答，許頌旋女士亦提
出中一家長不清楚查詢問題的途徑。
 黃美寶女士報告家教會各委員及聯絡組各班長一直有協助反映及解答家
長的問題，不是只在自由談中處理。麥泰元老師亦補充家長若有問題可
聯絡班主任和相關的科目或活動老師，各老師的聯絡電話亦已刊登在家
教會會員大會的場刊內，這樣是比較直接和有效率的溝通方法。
 為免家長對「家長自由談」的期望與實際有差異，但仍希望能有與家長
分享經驗的機會，趙丘月華女士和黃美寶女士建議改變自由談的形式，
加強家長溝通及聯誼的元素，例如增加插花或烹飪等興趣班內容，令自
由談內經驗交流的方式更輕鬆。
 討論後執委會同意以聯誼活動形式與家長作經驗交流，並成立籌委會研
究優化交流形式，成員包括劉慶賢先生（籌委主席）
、翟偉榮先生、陳國
威先生及許頌旋女士。
(c) 家長日書展及活動
 書展將於 2 月 24 日家長日舉行，由陳蘭芝女士及陳思穎女士負責聯絡書
商。
 黃禮邦先生及尹露成先生繼續安排參觀泳池活動。
 家長聯誼活動工作小組將構思於家長日舉辦家長聯誼活動，但仍需視乎
學校場地能否配合。
 家教會校慶紀念品小組會安排售賣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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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賽紅主席為總統籌。
(d) 敬師日
 為加強家長參與敬師日的活動，王為杰先生（籌委主席）、陳國威先生、
尹露成先生、梁少芳女士及陳嵐女士除了協助購買禮物給老師外，還會
建議如何增加家長的參與。
 有委員提議可以在日後家教會舉辦活動時，放置一些心意卡讓參加活動
的家長寫上對老師的心意，然後一併交給有關老師，這也是一種讓家長
參與敬師的方法。
(e) 交流團
 鄭鈞傑校長分享大考後地理科會到冰島遊學，歷史科則會到波蘭考察。
家教會可考慮到日本早稻田大學參觀或參加以英語授課的課堂。
 籌委會由周陳蘭芝女士（籌委主席）
、李賽紅主席、劉慶賢先生、黃禮邦
先生、翟偉榮先生、王為杰先生及趙丘月華女士組成，將於下次會議建
議交流團舉辦的日期及地點。
(f) 世界閱讀日
 王為杰先生（籌委主席）及陳嵐女士會協助龔倩玉老師安排世界閱讀日
的活動，包括印製書簽設計比賽的得獎書簽。
(g) 與社工合辦家長活動(講座/工作坊)
 由於今年會舉辦「家長學堂」
，執委會決定今年無需與社工合辦家長活動。
(h) 與社工合辦親子活動(親子同樂日)
 與社工合辦的親子同樂日活動將於 4 月 27 日或 5 月 4 日舉行，籌委會由
黃禮邦先生（籌委主席）、翟偉榮先生及劉慶賢先生組成。
(七) 其他事項
(1) 贊助學生會於校慶嘉年華舉辦的大抽獎禮物
 學生會向家教會提出贊助校慶嘉年華抽獎禮物，學生會代表向執委詳細介紹
他們的構思和禮物種類，與會各委員一致贊成及通過贊助學生會在校慶嘉年
華舉辦的抽獎禮物費用上限為 HK$5,000，惟要求他們需提交禮物清單予執委
會。
(2) 向社團註冊處更新執委會名單
 黃筱茵老師協助更新秘書資料。
(3) 更改本會銀行支票戶口授權簽發人
 由於今屆主席和副主席與去屆相同，所以無需更新。
(八) 下次會議日期： 2019 年 1 月 19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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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束時間：下午二時正

秘書：╴╴╴╴╴╴╴
趙丘月華女士

主席：╴╴╴╴╴╴╴
李李賽紅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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