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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十四屆執委會

第二次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七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英華書院天台家長教師會室

出席﹕蘇朱映紅女士（主席） 劉天成先生（副主席）李志華校長（副主席） 

孫梁少芳女士 袁楊麗霞女士 黃朱麗珍女士 李陳素榆女士 崔家強先生 

王吳淑貞女士 李祿兆先生 伍文偉先生 陳偉良先生 王林笑娟女士 黃筱茵老師 

李小飛老師 許文蘭老師 薛勇華老師 陳子輝老師 麥德祥老師 黎關佩華女士

缺席﹕陳賀賢先生 林煒昊老師

（一） 通過第十四屆第一次續會會議記錄 —— 動議 ﹕李陳素榆女士

                                           和議 ﹕黃筱茵老師

（二） 校長報告事項

       1﹒ 入讀中一申請已於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截止，面試會安排在二月底三月初進行。

       2﹒ 鼓勵各家長多些瀏覽英華書院網頁內的「Ying Wa Post」及「Ying Wa Web」。

       3﹒ 190 週年紀念

對 190 週年活動相片有興趣之人仕，可透過「http://www.fotomax.com/ywc」購買。

而稍後亦會有 190 特刊供各人仕訂購。

       4﹒ 校董會 —— 待公司註冊處審批。

       5﹒ 新高中課程 —— 於二月二十一日舉行 F.4 選科講座，邀請中三家長出席參與。

          有家長委員詢問家教會有否考慮如何促使家長協助子弟面對新高中課程的挑戰，主

席蘇朱映紅女士建議成立小組商討，由麥德祥老師、黃筱茵老師及中一至中三

之家長執委組成。而李陳素榆女士提出，現有之高中學生是不可忽視，因此亦

會成立另一小組，由陳子輝老師、薛勇華老師及中四以上之家長執委組成。

（三） 報告事項

       1﹒2008年 10月 11日自由談校方回應家長提問

          由麥德祥老師及劉天成先生分析處理有關提問，於二月二十一日派發之會訊內

刊載。

       2﹒2008年 12月 13日聖誕聯歡晚會

          12月 19日晚小組會議成員作出匯報及檢討，綜合意見後，由王林笑娟女士於

執委會會議內簡報，並詳列附件一內。

       3﹒2008年 12月 19-20日 YWC 190 Fun Fair

          由袁楊麗霞女士簡報 Fun Fair活動情況，特別多謝莫國堅先生設計及佈置攤

位，詳細報告內容於附件二匯報。

http://www.fotomax.com/y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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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討論及跟進事項

       1﹒ 2 月 15 日燒烤同樂日

         （1）小組成員於 12 月 27 日到三個燒烤埸視察環境﹔小欖燒烤樂園玩樂空間太少，

錦田鄉村俱樂部由於去年已舉辦過，而且當天亦沒有檔期給予我們，經商

討後決定地點是白石燒烤場。

         （2）食物安排由黃朱麗珍女士及孫梁少芳女士負責﹔有家長反映燒烤食物未能完全

解凍，黃朱麗珍女士表示已與燒烤場負責人商討，於燒烤日前一晚把食物

擺放另一雪櫃內。

         （3）袁楊麗霞女士負責租借旅遊巴，麥德祥老師跟進 banner，於同樂日前一、兩天由

聯絡組通知參與活動家長準時出席。

       2﹒ 2 月 21 日家長日（書展）

         （1）李陳素榆女士表示已聯絡三間書商參與，其中一間要求早一天到校預展，由許

文蘭老師安排場地，蘇副校安排通知各同學到場參觀。

         （2）當天圖書館及學生自學中心會開放給家長參觀，由李陳素榆女士聯絡家長義工

協助﹔老師會見家長時附上單張提示﹔有委員提出，於自學中心內安排同

學電腦示範，致送紀念品予參觀家長。

       3﹒ PTA 會訊

          袁楊麗霞女士報告，已收齊大部份稿件及有關活動相片，可於二月十五日前有初稿

並於二月二十一日家長日派發。

       4﹒ 特殊收費管理委員會

          待用款項約 40萬元﹔委員建議可考慮請多一位Net Teacher，主席蘇朱映紅女士表示

將有關意見交特殊收費管理委員會商討。

       5﹒ 3 月 14 日聯絡組茶叙及家長自由談

          由聯絡組跟進﹔有委員表示，自由談主題可圍繞教學/新高中課程方向，於燒烤同樂

日向家長宣傳。

       6﹒學校社工活動 / 家長講座

          黃筱茵老師代社工報告，War Game 活動每位約220元，舉辦日期定於五月十七日，

下一次會議再跟進。

       7﹒交流團

         （1）暫定於6月30日至7月6日前往西安，葉勁雲老師、黃正夫老師、劉瑩老師、

唐韵老師、陳熾洪先生、陳偉良先生及李陳素榆女士帶團。

         （2）第一次小組會議於一月十日進行，小組成員商討有關申請參與同學的面試

安排及如何評審合資格同學、交流團的行程、參與人數(40餘人)及團費(約

$4000)。

         （3）設置兩個半費資助名額給有需要同學，同學可透過學校安排申請。

(4) 各委員同意 PTA資助額上限定為$8000，有待詳細財務預算報告。

         （5）陳偉良先生表示，交流團是我校傳統活動，深受家長歡迎，同學可透過交

流團前、後之活動過程，加強對行程內地方的認識，希望學校考慮成立由

學生組成的遊學/交流學會，延續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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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家長教師會室設置電腦

          麥德祥老師表示，約 23/1學校有新電腦添置，而且盡量會安排上網工能。     9﹒ 聯絡

組設立小組分享會

          下次會議跟進。

      10﹒世界閱讀日

          由劉瑩老師安排書籤設計給同學參與，而徵文比賽亦挑選出 5份作品參賽。

          李陳素榆女士建議，每年約 11 月可透過功課形式，鼓勵同學參與多些徵文比賽，李

小飛老師及陳子輝老師表示會與科主任聯絡。

（五） 其他事項

       1﹒飯堂管理委員會

          李陳素榆女士表示，已向飯堂負責人跟進及反映家長意見，希望再收集其他家長意

見，並建議學生會向同學收取意見。

       2﹒補習班
          袁楊麗霞女士表示，學校安排之補習班學習氣氛欠理想，老師未能控制班內秩序，

希望學校代跟進。

       3﹒ 有關東京街及深旺道興建天橋

          陳賀賢先生表示，有關部門已更換負責人，並回應暫無興建行人天橋計劃﹔有委員

建議家教會及學校聯合向有關部門反映意見。日後再跟進。

（六） 下次會議日期

       3 月 21 日下午 2:15分

散會時間﹕下午五時三十分

秘書 ╴╴╴╴╴╴╴╴╴╴╴                  主席 ╴╴╴╴╴╴╴╴╴╴╴

          孫梁少芳                                     蘇朱映紅

*原稿已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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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

2008 年度聖誕聯歡會活動報告

日期 ﹕2008 年 12 月 13 日

時間 ﹕晚上 7 時 — 晚上 10 時

地點 ﹕英華書院紐寶璐堂

報告內容 ﹕

（1）統籌 ﹕王林笑娟女士

（2）出席人數 ﹕

     204 人 + 29 人（包括嘉賓、老師及後台工作人員）= 233 人

（3）場地佈置 ﹕

     由黎關佩華女士及盧國良先生負責場地佈置，大型聖誕樹經悉心佈置再加上燈色，表

演台邊的裝飾及台中央的一對大型聖誕鐘，令今年聖誕晚會增添色彩；供應商「樂膳」

提供 30張枱佈、餐墊及食具，每張枱更擺放迷你聖誕樹襯托氣氛。

     新投影機播放聖誕動畫效果非常好，畫面亦很清晰。

     檢討 ﹕大型聖誕樹佈置需時，明年再預多些時間裝砌；聖誕樹可擺放前些位置供出席

人仕拍照。

（4）接待 ﹕

     出席嘉賓有李志華校長、英華小學林浣心校長及先生、英華小學鄺慶迢副校長及李綺微

副校長、英華堂區國樑堂主任、英華小學家教會主席吳錦祥先生及三位委員、校友會主

席陳廷光先生及夫人、陳熾洪先生、葉勁雲老師及前主席李陳麗文女士；今年除了嘉

賓賞面出席晚會外，李小飛老師因事未能出席，很高興所有家教會執委老師都能抽

空參與活動。

接待組由多位義工家長組成，由於大部份都有經驗，禮堂門外更設有座位圖，使出

席人仕容易及有序地入座。

晚會於接近 7:30pm開始。

     檢討 ﹕每年於晚會前 1至 2 天聯絡嘉賓能否如期出席，負責小組成員跟進通告確定開

始時間。安排多 1位義工家長接待嘉賓。

（5）節目 ﹕

1﹒ 當晚由陳滿堅老師帶領樂隊表演牽起序幕，而樂隊亦為奧比斯籌款表演，由於台

上螢幕同時顯示歌詞，帶動在場人仕非常投入地感受歌曲內容，很有氣氛。由於



臨時知道沒有鋼琴使用，表演同學需即時改奏另一首樂曲，而該晚所有表演的同

學都能發揮應有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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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魔術表演節目，吸引小朋友參與。

3﹒今年繼續由朱保良先生扮演聖誕老人，派發糖果及小禮物予小朋友，增添不少氣

氛。

檢討 ﹕預早檢查所需物料（例如 ﹕聖誕老人裝備，遊戲附件等），表演者所用

之樂器是否預先向學校申請借用；至於魔術表演希望能再邀請去年的舊

生「魔術男」演出。

（6）膳食 ﹕

     由新供應商「樂膳」提供約 200 人食用，食物種類及份量是雙方協商；至於食物的質素及

服務態度良好，尤其是芝士蛋糕，而餐後更有水果供應，令家長感到很意外。由於當

晚出席人數為 233 人，份量未能滿足學生的要求，汽水供應亦不足。整體上大部份家

長都滿意。

     檢討 ﹕明年選擇供應商，如以每種食物份量計算，可選取多些麵、飯及肉類，同時建議

每張枱擺放餐包供餐前食用。

（7）遊戲 ﹕

     1﹒ 190 問答遊戲 — 由李校長、劉天成先生及陳廷光先生主持，全場人仕積極參與搶答

問題，氣氛非常熱鬧。

     2﹒ Bingo — 如想像中一樣牽起晚會的高潮，全場出席人仕非常熱烈期待，專心核對號

碼，大會務求達到人人有獎之餘，同時更設置大獎予遊戲號碼全中的

人仕。

（8）壓軸大抽獎 ﹕

  由於贊助禮物非常多，須由多位人仕負責抽獎（包括有嘉賓、家教會主席及副主席、老

師及家長執委）。

（9）攝影及影音效果 ﹕

     由莫國堅先生及羅光榮先生負責全場攝影；至於晚會的燈光及音響效果，由學校 AV 
Team 負責，AV Team 同學具專業水平，全場節目及遊戲得以順利完成，謹此致謝﹗

（10）獎品及禮品 ﹕

      特別鳴謝負責的執委及義工家長，盡心協助採購及包裝；同時亦感謝贊助禮物的家長

支持，使晚會能有超預期的效果。



                                                                  附件

YING WA COLLEGE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FINANCIAL REPORT (HK$)
2008 CHRISTMAS PARTY

                                           BUDGET          ACTUAL

INCOME

Ticket Fare (200 x HK$130)                     26,000.00
Ticket Fare (204 x HK$130)                                       26,520.00
Subsidy from PTA                              4,000.00           4,000.00
TOTAL INCOME                         HK$30,000.00      HK$30,520.00

LESS :EXPENSES

   Catering (190 x HK$130)                    24,700.00
   Catering (200 persons)                                        23,000.00
   Gifts (table prize + Bingo + Decoration +
        Candies)                              4,000.00           4,330.50
   Magic Show                                1,300.00           1,200.00
   易拉架                                                        120.00
TOTAL EXPENSES                       HK$30,000.00      HK$28,650.50

SURPLUS / (DEFICIT)                         HK$0.00       HK$1,869.50

Reported by : \Michelle (19/1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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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

190 Fun Fair 活動報告

日期 ﹕2008 年 12 月 19 - 20 日

時間 ﹕上午 9 時 30分 — 下午 4 時正

地點 ﹕英華書院操場

檢討內容 ﹕

（1）統籌 ﹕袁楊麗霞女士

（2）攤位佈置 ﹕由袁楊麗霞女士、莫國堅先生、李陳素榆女士及 2位義工家長（林梓皓家

長及黃敬修家長）

     經家長執委於 11 月 28 日小組會議商討遊戲形式及規則後，將攤位命名為 190 Through 
Train。袁楊麗霞女士及莫國堅先生負責遊戲使用物料及佈置，並由李陳素榆女士及 2
位義工家長協助。

（3）活動日 ﹕由袁楊麗霞女士 + 9位家長委員（蘇朱映紅女士、劉天成先生、孫梁少芳女

士、黃朱麗珍女士、李陳素榆女士、王林笑娟女士、李祿兆先生、陳偉良先生

及伍文偉先生）+ 12位義工家長（林梓皓家長、甘昊泓家長、黎健亨家長、

陳霆謙家長、黃敬修家長、李懷恩家長、姜嘉爾家長、謝昀天家長、曾頌祈家

長、黎嘉健家長、張文亮家長及曾明德家長）

     活動分 2 日舉行，全場設有普通 40 個攤位，2 個特別攤位及 1 個紀念品售賣處；家長教

師會將攤位每日分 3 個時段，每個時段由 4至 5位家長負責。首日有全校中、小同學及

老師參與，第二日開放于公眾人仕。遊戲以簡單易玩為原則；攤位設有獨立獎品成為

賣點，參與遊戲以小朋友為主，亦有部份家長及大朋友。

（4）獎品 ﹕設立大獎、二獎及安慰獎（由劉天成先生、孫梁少芳女士、崔家強先生及薛健



樂家長贊助）

經小組商議，因有家長贊助禮物，雖然大會安排遊戲劵換領獎品，攤位仍然設立大

獎、二獎及安慰獎。當中贏得二獎人仕比預期多，經商議後，於第二日由獎品過多的

安慰獎組合成為二獎。

     大會設有攤位設計選舉，經各有關人仕評審後，本會攤位僥倖得到亞軍。

（5）費用 ﹕攤位佈置 $317元 + 獎品 $350.4元 = $667.4元

文書 ﹕孫梁少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