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二十屆執委會
第五次會議記録
日期：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二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十五分
地點：英華書院天臺會議室
出席：翟志文先生（主席）
、陳吳惠燕女士（副主席）
、鄭鈞傑校長（副主席）
、麥德祥副
校長、黃筱茵老師、黎添祥先生、趙丘月華女士、劉永樂先生、蘇虬先生、黃文傑先生、
蘇朱映紅女士、李李賽紅女士、李黃美寶女士、徐溫瓊歡女士、麥泰元老師、潘敏芝老
師、黃小娟老師、龔倩玉老師、郭嘉藝老師
缺席：王為杰先生、陳鴻達先生、李道生先生
（一） 通過第二十屆執委第四次會議記錄

動議：黎添祥先生
和議：陳吳惠燕女士

（二）校長報告事項
 全新設計的書院網站，已於 9 月 1 日推出，並加入了很多豐富內容。










B104A、B104B 及 D104-D106 室的裝修工程已完成，以配合每級 6 班的需要。
泳池工程已展開，書院已提醒學生注意安全。
書院一直有處理緊急事故的指引，包括召喚救傷車及撥打 999 的情況。
書院所有的食水均經濾水器過濾，最近的驗水報告亦顯示書院食水的含鉛量
比世衛標準低。
書院 200 周年的慶祝活動將於 10 月 30 日的早會上展開。
感謝所有老師過去多年的努力，本屆中六學生的文慿試成績理想，大部分主
要科目的成績都有進步。
中一開學前的訓練營氣氛感人，出席的家長表示充分感受到英華的兄弟情。
國際和平基金會將於 9 月 27 日于書院禮堂舉行音樂會，慶祝香港和平節。
英華北美音樂之旅成功舉行，各接待的大學及當地人士對樂團的表現都作出
高度評價。

(三）校董報告事項
 校董會在過去數月沒有會議，下次會議日期為 10 月 26 日。
（四）報告及檢討事項
(1) 中一新生家長分享交流會
 蘇虬先生匯報 8 月 29 日的中一新生家長分享交流會獲家長踴躍支持，並有多
名家長報名成為家長聯絡員、圖書館義工及家長教師會執委等。
 由於很多家長詢問加入球類校隊及樂團的問題，蘇虬先生建議書院可讓 PTA
委員瞭解球類校隊及樂團的取錄情況，以便向中一新生家長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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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吳惠燕副主席匯報有家長提出因學生已有 8 級樂器資歷，但不欲加入樂
團，是否可括免參加樂器興趣班。鄭校長會與音樂老師瞭解。
(2) PTA 第二期會訊
 趙丘月華女士匯報第二期 PTA 會訊及 PTA20 周年特刊已於 7 月 10 日派發，及
於 7 月 9 日新生註冊日派發給中一新生家長。
 在第二期 PTA 會訊內有多篇家長（製作敬師日甜品）及同學（遊學團）的分
享，趙丘月華女士建議可繼續加強邀請家長投稿分享。
 李李賽紅女士匯報因 PTA20 周年特刊內容豐富，頁數由 4 頁增至 12 頁，製作
費用由$1700 增至$3600, 陳吳惠燕副主席動議通過，趙丘月華女士和議。
(3) 家教會 20 周年活動
 蘇朱映紅女士匯報 PTA20 周年晚宴已於 7 月 14 日順利舉行，新舊委員及各位
嘉賓撥冗光臨，場面熱鬧感人。
 PTA20 周年特刊刊登了第一至第二十屆的委員資料及照片，資料收集過程複
雜困難，李李賽紅女士建議建立 PTA 資料庫，以便未來再製作特刊。麥泰元
老師會安排學校的電腦儲存侍服器空間，儲存 PTA 資料。
(4) 學校改善工程泳池興建方案
 翟志文主席匯報泳池及電梯的承辦商已確定，工程亦已展開，預計工程需時






450 天，並於 2016 年底完成。
鄭鈞傑校長強調書院關注工程的安全及保安問題，所以將工程車入口改在較
遠位置，但有待政府有關部門批准。工人會有專用出入口，並需佩戴工作證
及注意行為。圍板會加厚墊以防撞擊，學生任何時間都不能進入工地。
工程進行期間，球場會被保留作學生活動，故車輛停泊的位置會減少。
為加強與家長溝通，書院會與英小聯合出版泳池工程進度通訊，及考慮設立
電郵信箱收集家長問題及意見。
泳池工程完成後仍需向有關政府部門申請牌照，正式使用日期仍待確定。

（五）討論及跟進事項
(1) PTA 14/15 年財政總結、15/16 年預算
 陳鴻達先生協助整理了 PTA 14/15 年財政情況及 15/16 年的預算建議，會上
各委員討論增加周年大會食物及紀念品和聖誕聯歡的預算，會訊及最佳運動
員獎的預算則維持在 14/15 年度水平。
 黎添祥先生動議通過，陳吳惠燕副主席和議。
(2) PTA 周年大會籌備
 徐溫瓊歡女士加入周年大會籌委會，並出任大會司儀。
 蘇朱映紅女士匯報 PTA 周年大會籌委會第一次會議已召開，工作計劃及委員
分工亦已確定。
 聯絡組會於 9 月 29-30 日致電鼓勵家長參選執委及出席周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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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上各委員建議了數位主講嘉賓，鄭鈞傑校長會協助邀請。
 劉永樂先生動議委任中正天恆會計師有限公司為 PTA 義務核數師，黃文傑先
生和議，全體執委通過。
 現有會章雖有附屬會員的條款，但需進一步訂立申請方法及會費安排，蘇朱
映紅女士、徐溫瓊歡女士、陳吳惠燕副主席、趙丘月華女士、王為杰先生、
李黃美寶女士、麥德祥副校長及黃筱茵老師會協助跟進。
(3) 15/16 年聯絡員籌組/圖書館義工籌組
 黃文傑先生匯報聯絡員的名單及邀請信將於 9 月 21 日發出。
 蘇虬先生匯報會聯絡現有圖書館義工及有興趣的中一家長出任圖書館義工，
並邀請他們出席 10 月的聯絡員及家長義工茶聚。
(4) 10 月家長自由談、聯絡員及家長義工茶聚
 聯絡員及家長義工茶聚將於 10 月 3 日下午 1:45 至 3:00 舉行。
 家長自由談將於 10 月 3 日下午 3:00 至 5:00 舉行，邀請通告不會發出給中
一家長，但歡迎出席茶聚的中一家長參加自由談。
 黃文傑先生建議在主題介紹後再自由討論，麥德祥副校長會安排負責訓導及
輔導的老師作主題介紹。
 通告將於 9 月 23 日發出，黃文傑先生、蘇虬先生、李李賽紅女士、李黃美寶
女士會跟進茶聚及自由談安排。
(5) 英華教育基金英華行
 陳吳惠燕副主席匯報英華行將於 11 月 21 日於昂平 360 舉行，步行路程分 2km
或 5.5km，每位收費 500 元，包括吊車及午餐費用。
 各委員建議將收費分開為每位的必須收費包括交通和午餐，及每個家庭的捐
款，陳吳惠燕副主席會向英華行的籌委反映委員對收費及午餐地點的關注。
 麥泰元老師建議可考慮於大棠郊野公園舉辦英華行。
 籌備小組成員為陳吳惠燕副主席、黃文傑先生、劉永樂先生、蘇虬先生、徐
溫瓊歡女士及趙丘月華女士。
(6) 12 月聖誕聯歡
 徐溫瓊歡女士建議以 BBQ 形式舉行聖誕聯歡， 日期為 12 月 12 日黃昏。
 籌備小組成員為徐溫瓊歡女士、黃文傑先生、劉永樂先生、黎添祥先生及李
黃美寶女士。
(7) 家長日書展
 書展將於 2 月 21 日家長日舉行，劉永樂先生及李李賽紅女士會聯絡 3 間書商
及安排書展詳情。
(8) 2016 年交流團
 黎添祥先生建議交流團前往朝鮮或俄羅斯，蘇朱映紅女士及趙丘月華女士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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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朝鮮的安全問題。黎添祥先生會與旅行社聯絡，拿取復活節及暑假期間
的報價，再决定 2016 年交流團的時間。
 籌備小組成員為黎添祥先生、蘇虬先生、王為杰先生及趙丘月華女士。

（六）其他事項
(1) 越野長跑
 本年度的越野長跑將於 11 月 16 日在烏溪沙舉行，書院會安排長跑教練於
體育堂教導同學。
 翟志文主席建議加強向家長宣傳，鼓勵家長參加。
(2) 鄭鈞傑校長向所有 PTA 委員致謝，感謝大家的努力和貢獻。
(七)

下次會議日期：2015 年 11 月 1 日下午 5:00

會議結束時間：下午 4:20

秘書: __________________

主席: _________________

趙丘月華女士

翟志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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