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二十屆執委會
第四次會議記録
日期﹕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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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為杰先生、蘇虯先生、
黃文傑先生、蘇朱映紅女士、李李賽紅女士、李黃美寶女士、陳鴻達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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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溫瓊歡女士、李道生先生
（一） 通過第二十屆執委第三次會議記錄

動議﹕陳吳惠燕女士
和議﹕劉永樂先生

（二）校長報告事項
 書院將於暑假期間進行裝修工程，改建部分特別用途室為課室，以配合初中
每級 6 班的需求。
 重新設計的書院網站，將於 9 月推出。
 英華教育基金於 2015-16 年度會增加以下資助：
1. 聘請兩名教學助理，加強領導訓練項目及特殊教學需要學生的支援。
2. 對基層學生的境外遊學資助。
3. 中、英語文的訓練。
4. 一名校友於牛津大學的博士課程。
 由 2015-16 年度開始，書院會資助所有中一學生參加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Assessment for Schools(ICAS)的英文、數學及科學考試，考試成績報告有
助學校加強教學內容。
 42 名 15 歲的中二至中四學生於四月參加了由中大舉行的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超過 100 名校友參加了為中五學生設立的師友計劃，擴展同學的學習及專業
發展機會。多名家長踴躍出席了 4 月 30 日舉行的中五家長晚會。
 6 月初書院會為英小六年級學生安排書院體驗日，介紹中學學習生活情況。
及於 7 月 3 日為小一至中二同學舉辦科學日。
 3 月 11 日舉行的越野長跑非常成功，學生、家長及校友踴躍參加，書院預備
於本年 11 月再次在烏溪沙舉辦越野長跑日。
 在六月至七月期間，除了美加音樂之旅外，還有到澳洲的視覺藝術之旅。 8
月舉行的劍橋遊學團有 20 人參加，另外還有 12 位同學參加 7 月在上海舉行
的體育訓練團，而第九屆香港杯外交知識競賽的決賽成員亦會於八月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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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報告及檢討事項
(1) 2015 年 4 月 7-11 日遊學團

黎添祥先生匯報柬埔寨遊學團很有意義，例如學生可應用木工課的經驗於
建屋上，而香島旅遊的領隊及導遊都表現理想，行程安排令人滿意，並有


兩位司機確保安全。兩次工作坊及行程總結分享會的出席率及參與均理想。
蘇朱映紅女士提出近年遊學團的參與率持續下降，建議避免與書院的交流
團重疊。黎添祥先生亦認為於七月初考試後舉行遊學團較適合，2016 年的
遊學團時間將於下次會議內討論。

(2) 2015 年學校社工活動及家長講座

劉永樂先生匯報 5 月 16 日的親子同樂日非常成功，有 41 人及社工黃劍鋒
先生出席。學生及家長均表示逃出密室遊戲腦力及體力並重，非常好玩，
值得再舉行。

李李賽紅女士匯報 5 月 9 日舉行的家長講座有 150 多人出席，其中 15 位為
英華小學家長。家長的回饋非常正面，並建議將來再次邀請梁天明博士舉
行講座。
(3) 2015 年 4 月世界閲讀日

劉永樂先生匯報家長教師會贊助了書券作為 4 月 23 日世界閲讀日閱讀比賽


及書簽設計比賽的獎品。
蘇虯先生感謝各圖書館義工協助製作世界閲讀日各項比賽得獎結果的壁報
展板。

(4) 飯堂委員會會議

劉永樂先生匯報了飯堂招標委員會共收到 4 分標書，最後英華飯堂因在各
方面都有較好表現而獲最高評分，繼續在未來 3 年為書院及小學提供飯堂
服務， 並會在飯堂設施及開放時間上繼續改善。

（四）討論及跟進事項
(1) 學校改善工程泳池興建方案

校長匯報了泳池的設計、設施內容及招標進度，最終的建築成本仍待確定，
建築師的評估報告及預算建議會於 6 月 8 日的校董會内討論。

預計泳池興建工程會於暑假內展開，施工期間工程車出入口會改在英華街，
泊車位、足球場及部分籃球場會受影響。


書院會在董事會通過泳池興建方案後，再研究籌款活動的安排。

(2) PTA 第二期會訊

趙丘月華女士報告第二期會訊的製作時間表已發出，內容共 12 頁，各委員
會協助準備各活動的報告及照片，會訊將於 7 月 10 日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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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朱映紅女士及李李賽紅女士建議為家長教師會 20 周年製作特刊，各委員
一致通過增加會訊預算 1700 元，製作 4 頁的 20 周年製作特刊。

(3) 中一新生家長分享會

中一新生家長分享會將於 8 月 29 日（星期六）舉行，包括書院 IT 系統介


紹及教育心理輔導講座，PTA 委員亦會在班房內與中一家長分享經驗。
PTA 委員亦會在 7 月 9 日的中一新生註冊日介紹 PTA，呼籲各位家長積極參
與 PTA 活動。

(4) 下屆周年大會日期及執委選舉籌委

第 21 屆 PTA 周年大會將於 11 月 1 日（星期日）舉行，蘇朱映紅女士出任
選舉籌委會召集人，會員有陳吳惠燕女士、黎添祥先生、劉永樂先生、王
為杰先生、李李賽紅女士、李黃美寶女士，選舉籌委會會議會於 9 月舉行。

PTA 義務核數師仍未確定，陳鴻達先生會協助準備財政報告及來年的預算。

鄭校長及王為杰先生會協助邀請講座嘉賓。
(5) 下學年聯絡員及圖書館義工籌組

蘇虯先生已應用了去年中一新生家長分享會內取得的家長名單更新了圖書
館義工名單，並希望在來年有更多新義工加入。

蘇虯先生會安排聚會感謝星期二及星期四兩組的圖書館義工。


蘇虯先生及黃文傑先生會籌組 2015-16 年度家長聯絡員。

(6) 互選家長校董


黎添祥先生提名王為杰先生為 2015-16 年度家長校董，蘇虯先生和議，全
體委員贊成。

（五）其他事項
(1) 英華教育基金
 陳吳惠燕副主席匯報了英華行的收入及支出情況，共有約八十萬元盈餘。
 在下一次基金會會議內會討論如何增加會員種類，如學生會員等，以確保
基金有長期穩定收入。王為杰先生及陳鴻達先生認為會員種類必須是以自
願性質參加。
 陳吳惠燕副主席補充，英華教育基金已對英小及書院作出多項資助，如資
助英小資優學生於書院的六年學費等，並會加強向學生及家長宣傳各個資
助計劃。
(2) PTA 20 周年慶祝
 PTA20 周年晚宴將於 7 月 14 日於城景酒店舉行，並邀請以往各屆委員出席。
 晚宴由參加者自費出席，預計約有 4 至 5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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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中生問卷調查
 因有家長希望英小的各項音樂及體育活動能在書院繼續舉辦，書院正考慮
進行問卷調查，瞭解初中生對課外活動的期望。
 校長表示，書院除了致力保持各項體育活動的優異成績外，還要求所有學
生專心學業，於 DSE 爭取理想的表現。

(4) 英華書院 200 周年校慶

書院 200 周年校慶將於 2015 年 10 月開始，包括馬六甲尋根團，並會加強
向大眾宣揚英華書院對香港社會發展的貢獻。

(5) 2015/16 年度書單

因文風書局去年的安排不理想，2015/16 年度的書單供應商不會考慮文風書
局。

(六)

下次會議日期：2015 年 9 月 12 日下午 2:15

會議結束時間：下午 6:30

秘書: __________________

主席: _________________

趙丘月華女士

翟志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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