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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十五屆執委會

第一次續會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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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祿兆先

生                袁楊麗霞女士 黃朱麗珍女士 李陳素榆女士 李摩西先生 范

姚靜卿女士 黃筱茵老師  鍾綺芬老師 許文蘭老師 陳子輝老師 麥德祥老師 

缺席﹕黃正夫老師 梁秀燕老師

列席﹕英華書院社工 —— 許佩珊姑娘 林藹盈姑娘

      陳偉良先生 林子軒同學

(一） 李志華校長作開會祈禱

（一） 通過第十四屆第五次會議記錄 —— 動議﹕李陳素榆女士

                                       和議﹕劉天成先生

（二） 通過第十五屆第一次會議記錄 —— 動議﹕黃朱麗珍女士

                                       和議﹕劉天成先生

（三） 校長報告事項

       1. 林正輝同學(在 2003/04 年中六畢業拔尖進入香港科技大學)於今年完成工程及商業

雙學位，並取得一級榮譽及香港科技大學學術成就獎項(只頒與最優秀的畢

業生)。已安排林同學在十二月中與中七同學分享其成功故事。4 Ａ于沛川同學

被挑選代表香港(共六人)參與第六屆國際初級科學奧林匹克比賽。

       2. 中國清華大學五人代表團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探訪英華。本校己與清華大學建立聯繫，

並可推薦同學直接入讀。

       3. 運動日將於十二日十四及十五日(星期一、二)在灣仔運動場舉行。

       4. 直資家長簡介會己於十一月十四日在紐寶璐堂舉行，雖然天氣驟涼，禮堂仍幾乎

滿座。感謝家教會派出 3 位家長代表(蘇朱映紅女士、李祿兆先生、陳偉良先生)
到場分享經驗。中一收生申請將於十二月十八日截止。

       5. 學校與家長合作支援新高中課程的學習，特別在「其他學習經驗」。學校將會在稍後

作出安排。

李志華校長歡迎今屆家教會的新成員。家教會自 1993 年成立以來成功樹立了優

秀傳統---以支持學校為己任，致力配合學校的發展，已建立了優良的家校伙伴

關係及團隊精神。希望各執委秉承此精神。

                 



（四） 討論及跟進事項

1. 西安交流團                                                     2/6
         陳偉良先生報告此西安交流團是復辦的活動。因 H1N1 甲型流感關係，西安交流團

需由暑假推遲至聖誕節前。參與人數現有學生 32人(其中 3人為中六同學)，

教師4人(包括葉勁雲老師)，家長 4人(包括陳熾洪先生)。最近接到西安學校

(西安大學附屬中學)方面的通知，因當地流感盛行，學生不可與外界交流接

觸，交流團將增加實地考察活動。在十一月十四日，由陳熾洪先生主講唐朝

及西安的歷史，並分配工作/崗位與各同學。已出信給家長，建議及提醒參與

的同學需注射流感疫苗。陳偉良先生特別鳴謝中一家長徐温琼歡女士贊助全

團Ｔ恤及外褸，同時感謝黎關佩華女士、何李鳳儀女士、盧國良先生、伍文偉

先生、葉勁雲老師及陳熾洪先生的大力幫助及參與。

          交流團的學生團長林子軒同學(S6A)也報告了團友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參觀南蓮園池

及志蓮淨苑兩組唐代特色建築物的情况。

       2﹒聖誕聯歡晚會 (2009年 12月 12日)

          李摩西先生報告已開了一次籌備會議。今年程序改為頭二十分鐘由英華堂同工負責，

包括讀經及唱聖詩。亦會有唱生日歌、表演、魔術、Bingo和抽獎等。籌備工作之

分配為：

          食物—王林笑娟女士(由飯堂供應，部份食物現可試食)，佈置—黎關佩華女士，禮

物—徐溫琼歡女士，節目—在商討中。

          暫時只有 119人報名，人數略少，希望發動聯絡組打電話邀請家長參與。黃朱麗珍

女士、陳素榆女士及范姚靜卿女士表示已分別接觸中一家長，希望報名人數

會增加。

       3 10﹒ 月 10 日聯絡組茶叙及高年級家長自由談 / 校方回應家長提問

          黄朱麗珍女士報告參加聯絡組茶叙的家長有 97 人(不包括 11 位家教會委員及老師)，
出席人數破歷年紀錄，也超出原報名人數(90 人)。可能因為茶叙後的新高中

家長學堂，吸引了更多家長參加。由於人數超出預算，今次預備的食物稍嫌

不夠，下次茶叙需特別注意。

          
李陳素榆女士報告高年級家長自由談提出的問題大部份已於當時作出回應，

家長比較關心今屆會考放榜日的安排及情况。李志華校長報告在過去兩個星

期六舉行了兩次模擬放榜日，按照同學的學校成績表現派發模擬的會考成績，

然後讓他們知道相應的可能出路。這是為同學敲響警鐘，提醒他們如果由現

在開始努力，尚有機會爭取更好的成績。同學的反應非常好，非常投入和認

真。李志華校長表示在七月時會再開講座，讓家長及同學預備放榜。劉天成先

生表示模擬放榜日對其兒子很有幫助，讓他知道及可以選到自己的出路。今

屆參與會考的同學及家長是需要更多支援及協助，因為可選擇的出路相對是

少了。李陳素榆女士提議學校應該在放榜日對成績不好的同學給予特別的關



顧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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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新高中家長學堂講座(2009年 10月 10日)

          主席報告總共有327人出席通識教育科講座，程序相當順利，家長的反應也

很正面及理想。

      5﹒ 週年大會籌備流程

          李祿兆先生報告週年大會籌備工作及大會當日程序都很順暢，但有建議認

          為與候選人之分享交流會有改進的空間。

          主席蘇朱映紅女士指出候選人與執委的分享交流會非常重要，因為候選

          人應該對家教會的核心價值、基本原則及辦事方法有所認識和認同，才能互相合作，

齊心辦好家教會。所以提議如果候選人不能出席分享交流會，應安排另外一

個時間與執委進行交流。

李祿兆先生提出有執委建議將家教會的核心價值、基本原則及辦事方法等等

重要事項列作家教會執委需知，派予所有執委候選人。有執委接到查詢是否

可以將得票數目公開或者讓候選人知道自己的得票數目及/或名次。

          因上述各項提議牽涉廣泛，特別是候選人的私隱及感受，需從詳計議，議決由李

祿兆先生、李陳素榆女士及范姚靜卿女士商議後提出方案再作討論。

       6﹒家長校董報告

          劉天成先生報告校董會第一次會議己於十月二十一日舉行，主要事項為： 

(i)  英華在2009/10年度多聘一位體育老師，由校友支付薪金;

          (ii) 為了提升學校的質素，校董會成立了四個小組委員會，分別為財務

(finance)、學術(academic)、管理(management)及藝術、音樂和運動(art, 
music and sports)。劉天成先生加入了學術(academic)及藝術、音樂和運動

(art, music and sports)兩個小組。部份小組委員會之召集人希望邀請家教

會主席參與。

               李志華校長補充: 2010/11 年度的直資學費將增至每年 15,000元，與小學學費一致。將

於明年三月提交申請，屆時會諮詢家長意見。

       7. 欠交會費情况

    黃筱茵老師報告在中一未有發現欠交會費情况，但在中三抽班生中遇到收會費

的困難(只是極少數)，現在研究解决方法。

                                                                               
（五） 議訂 2009-10 年全年工作計劃                                        

1. 學校社工活動及家長講座



社工林藹盈姑娘介紹今年初步構思會有四項活動﹕

a) 親子平衡小組 : 九型人格與溝通 (招收 5-6對家長/同學參加)      4/6
                                                              
b) 家長小組     : 提升同學學習的效能                        

                             (兩個小組約在 2010 年 3 – 4 月舉行)
           c) 家長工作坊   : 如何減壓，目的是幫助家長減低工作及與子女相處的壓

                            力。目標是招收 10-12 位家長，約在 2010 年 4 月進行。

           d) 親子日營     : 可在遠足、營地歷奇活動(如攀石)和挑戰活動(如乘風航)
                            中選取其一，目的是增加家長與子女間的互相信任。

           經討論及意見調查後，有以下之建議：

           a) 家長工作坊   : 可舉辦一個大型的講座，然後再為有需要的家長舉辦家

長工作坊作跟進。既可照顧大部份家長的需要，也可照

                            顧部份家長的特別需要。

           b) 親子日營     : 大部份委員認為營地歷奇活動比較適合，並且提議將燒

                            烤同樂日與此活動合併舉行。

           請兩位社工聽取委員的意見後制定具體之活動及提交報告。

       2 . 聖誕聯歡聚會 (已作報告，請參閱上文)       
      
       3﹒家長日書展

          將於 2010 年 2 月 21 日舉行；李陳素榆女士報告已聯絡 3個書商，劉天成先生及李

祿兆先生提供協助。當日學校會舉行 334 選科講座，主要針對中三家長。李陳

素榆女士亦提議製作 banner 取代現有的易拉架，可考慮以對聯型式，由袁楊

麗霞女士跟進。

       4﹒旅行/燒烤同樂日

          提議將此活動與社工活動的親子日營合併舉行(請參閱上文)。

       5﹒敬師日

          去年贈送水果給老師的活動獲一致好評，今年決定繼續此項活動，由范姚靜卿女

士負責，袁楊麗霞女士協助設計感謝咭。

        6﹒新高中家長學堂

          初步議定下次之主題為「大學入學要求及選科的關係」，請學校推介合適的講

          者。

 
       7﹒家長自由談(中一至中四)及聯絡組茶聚

          家長自由談定於 2010 年 3 月 13 日舉行，由李摩西先生及范姚靜卿女士負責。

          聯絡組茶聚亦定於 2010 年 3 月 13 日舉行，由聯絡組負責。



       8﹒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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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交流團為歷屆 PTA重頭經典活動，經討論後，委員贊成 PTA 於來年暑期 

                     再舉辦國內交流團，由活動組李摩西先生、范姚靜卿女士聯同多次交流團團長陳偉良先生

組成交流團籌備小組跟進。有提議可選擇成都、長沙或井崗山等地。 

       9﹒公開演說訓練計劃
                      主席報告承蒙王吳淑貞女士答應負責籌辦公開演說訓練，劉天成先生提供協助。劉天成

先生經初步與王吳淑貞女士及學校商討，提議於中一銜接課程(2010 年 8 月)
中加入公開演說訓練的元素。其他委員認為從中一開始訓練固然好，但新高

中的同學有更急切的需要，提議可在高中一開始試辦短期訓練課程，由義工

家長協助。經討論後，議決由劉天成先生與學校英文老師了解同學的需要及

學校的資源配合，再與王吳淑貞女士及校長研究後，在下次會議提交報告。 

          
（六） 討論及跟進事項

       1﹒增選委員

          鑑於會務發展的重心及工作的需要，以及有需要倚重個別家長的專長及經驗，委

員同意按去屆做法，現階段委任下列五位家長為本屆的增選委員:
          陳偉良先生、王吳淑貞女士、伍文偉先生、黎關佩華女士及徐溫琼歡女士。

       2﹒委任義務核數師

          經 PTA 會員大會公開呼籲及主席蘇朱映紅的情商邀請，承蒙羅偉承先生(F1B羅樂
恆家長)應允擔任本會之義務核數師。委員一致通過委任羅偉承會計師事務所

為本會之義務核數師。

          
       3﹒334專責小組
          主席報告 334 通訊正在籌備中，希望在聖誕節前出版。在 11 月 17 日，334專責小

組的成員專訪了李志華校長、蘇副校長及其他新高中課程的主要老師。此訪問

的內容將刋載於第一期的 334 通訊。

                                                                      
4 PTA﹒ 會訊                                                                                                                  

          本年度第一期會訊定於 2010 年 2 月 27 日家長日派發，2 月 9 日為截稿日；由袁楊

麗霞女士統籌。

 
       5﹒世界閱讀日及圖喜館義工

          李陳素榆女士報告本學期的圖書館義工由 10 月 6 日開始至 12 月 10 日止，多數為

中一家長，由高年級家長負責帶領。在圖書館的撥款中，三千二百元將分配

與中文科、英文科及世界閱讀日書箋設計(由劉瑩老師協助)購買書券作獎品；

其餘八百元用作印製書箋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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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姚靜卿女士提議可搜集各年度的優秀作品製成小冊子。議決由范姚靜卿女

          士及黃朱麗珍女士跟進。                                         

                                                                        

          麥德祥老師提出 PTA義工現可獲簽發義工時數(以日歷年為單位)以領取社署

頒發的義工獎章。議決首先嘗試以圖書館義工在 2009 年的服務時數作統計，

請許文蘭老師協助；然後在 2010 年擴展至其他活動，請各項活動的負責人

作統計交回秘書處理，詳細的安排及统計表格由李陳素榆女士、李祿兆先生

及袁楊麗霞女士跟進再作討論。

（七） 其他事項

          a﹒劉天成先生報告本校之前校董及前校友會主席方榮康先生(87歲)去世，將於 12 月

11 日於九龍塘宣道會舉行追思禮拜。家教會委托校務處代辦致送花圈。

           b﹒家教會的贊助撥款將於一月及五月的例會進行審批，請學校及老師提醒有需要的

同學/學生組織按時提出申請。

（八） 下次開會日期

       2010 年 1 月 23 日下午 2:15 分

散會時間﹕下午五時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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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祿兆                                       蘇朱映紅 

(原稿已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