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十六屆執委會
第一次續會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五分
地點﹕英華書院天台家長教師會室
出席﹕黃朱麗珍女士（主席）李陳素榆女士（副主席）李志華校長（副主席）
蘇朱映紅女士 范姚靜卿女士 黎關珮華女士 徐溫琼歡女士 翟志文先生
王為杰先生 黃筱茵老師 鍾綺芬老師 龔倩玉老師 陳子輝老師 梁秀燕老師
麥德祥老師
缺席﹕黃正夫老師
列席﹕英華書院社工 ——林藹盈姑娘

（一） 通過第十五屆第五次會議記錄 —— 動議﹕徐溫琼歡女士
和議﹕黃筱茵老師
（二） 通過第十六屆第一次會議記錄 —— 動議﹕翟志文先生
和議﹕李陳素榆女士
（三） 校長報告事項
1. 在外籍英語老師的悉心教導下，英華書院英語辯論隊在過去兩年來取得令人欣
喜的成績，如最近在星島校際辯論比賽中擊敗對手耀中國際學校晉級。
2. 英華書院有不少數理資優學生參加了由本校老師(由蔡錦滔老師負責)、大學及
資優教育學院舉辦的培訓課程，並代表學校參予各項校外及國際比賽，戰績
彪炳，如中五李祐榮同學在中國西部數學比賽中奪得香港唯一一面金獎。
3. 運動日將於二月十一日及二十一日在灣仔運動場舉行。
4. 直資家長簡介會己於十一月十三日在紐寶璐堂舉行，出席人數估計達一千人。
感謝家教會派出 2 位家長代表(蘇朱映紅女士及范姚靜卿女士)到場分享經
驗。中一收生名額約有 40 名，面試定於 1 月 22 日及 3 月 5 日舉行。
5. 學校已撥出額外資源支援新高中課程，特別是中、英、數、通識四科核心課程。
在大學就讀的舊生將提供課後補習，協助同學應付 2012 年的中學文憑考試。
6. 書院合唱團計劃參加明年 7 月舉行的【 2011 年國際爵士合唱及千人樂動匯演
計畫】，與本地及海外合唱隊伍作音樂交流，由於每名參加者須付$500 費用，
希望家教會考慮資助學生部分費用。
*

委員同意邀請負責同學親臨家教會下次會議作介紹，以便委員決定資助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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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報告
報告及
及檢討事項
檢討事項
1. 10 月 9 日聯絡組茶叙及家長
日聯絡組茶叙及家長自由談
家長自由談家長提問
自由談家長提問
1) 李陳素榆女士報告聯絡組茶叙共有 88 名家長聯絡員參加，氣氛熱鬧融
洽。多謝校長及 5 位老師委員出席。
2) 范姚靜卿女士報告中一/中二家長關注，F.1 家長&同學不知每科老師的全
名,只知他們姓, 因同姓有多位老師，導致同學欠交工課時不知補交給那
位老師。
3) 蘇朱映紅女士報告中三至中五家長關注，老師甚少派發筆記而著同學上
eclass 下載。學校將檢討棄用 F4 改用 A4 長度紙章印筆記/文件。另有
家長詢問為何不邀請列席台下之老師上台回應家長提問。校長及家長委
員認為家長自由談原意是家長之間的分享交流，個別老師不適宜代表校
方回應家長具體提問，但可旁聽及分享經驗。
4) 李陳素榆女士報告中六/中七家長關注大學選科，希望學校盡早向家長及
同學提供有關資訊。
*委員議決由蘇朱映紅女士、翟志文先生聯同麥德祥老師統籌校方回應家
長提問，並刋登於 2 月出版的第 1 期會訊。

2﹒
﹒ 週年大會流程
年大會流程及執委改選
流程及執委改選
1) 主席黃朱麗珍女士報告週年大會籌備工作及大會當日程序大致順暢，並多
謝老師及籌委的努力。
2) 蘇朱映紅女士指出本屆執委改選因規定候選人必須出席分享交流會而引起
風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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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贊成，委員同意此建議。
3) 主席黃朱麗珍女士提出委員出席會議及紀律的重要性，委員認同將出席會
議及活動一覽表夾附執委選票派發給會員作參考的做法可行，並容後討論
是否需修改會章加入罷免程序以備不時之需。委員認為各家長執委應盡量
參予及出席家教會各項活動，以推展會務。
*麥德祥老師提議如家長委員持續缺席例會，聯絡組執委應主動查詢缺席因
由，交執委會討論跟進。
3. 英華薈
范姚靜卿女士報告英華薈共印製 1500 本，成本約 HK$23.5@，特殊收費委員
會已批准撥款 HK$20,000，餘款由家教會資助。
*委員同意李志華校長建議邀請同學向舊生會推介英華薈並尋求資助。
#會後李志華校長建議贈送 30 本英華薈給舊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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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英華薈仍由劉瑩老師負責，范姚靜卿女士及李陳素榆女士協助。
4﹒
﹒家長校董報告
家長校董報告
蘇朱映紅女士報告校董會會議己於十月二十五日舉行，蘇朱映紅加入了學術
(academic)、音樂和運動(art, music and sports)兩個小組。上學年，學術小組已
與老師會面溝通，李志華校長表示學校將會向校董會建議增加老師人手，以
提升教學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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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活動﹕
a) 親親兒女心家長講座 : 2011 年 3 月由社工及輔導老師主講
內容包括: 精神健康、防止濫藥、上網、理財及拍拖與性教育
b) 兩個家長小組(10-15 人) : i) 提升同學學習的效能
(2011 年 4 月)
ii) 父母管教與親子衝突
c) 親子野戰日營:

2011 年 5 月，約 80 名額。

2. 家長日書展
將於 2011 年 2 月 19 日舉行，由黎關珮華女士、 徐溫琼歡女士負責，已聯絡
3 個書商：三聯、天利行、Global。
3. 新高中家長學堂及專責小組
新高中家長學堂及專責小組
專責小組成員: 黃朱麗珍女士、蘇朱映紅女士、范姚靜卿女士、徐溫琼歡女
士、翟志文先生、王為杰先生。建議舉辦：
i) 【新高中英文科考評要求】講座(邀請考評局專家講者)
ii) 公開演說技巧講座/工作坊(邀請家長王吳淑貞女士及校友主講)。

4﹒
﹒家長自由談及聯絡組
家長自由談及聯絡組茶
及聯絡組茶聚
定於 2011 年 3 月 5 日舉行，由聯絡組負責。
5﹒
﹒交流團
委任徐溫琼歡女士統籌舉辦國內交流團，並由黎關珮華女士、翟志文先生、
王為杰先生、范姚靜卿女士協助，並誠邀陳偉良先生、陳熾洪老師、葉勁雲
老師擔任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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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討論及跟進事項
討論及跟進事項
1﹒
﹒增選委員
委員同意委任下列六位家長為本屆的增選委員:
李祿兆先生、陳吳惠燕女士、沈愷揚先生、李何鳳儀女士、鄭張慧雯女士、
黎添祥先生。由主席發出邀請信。
2. 特殊收費運
特殊收費運用建議
蘇朱映紅女士簡介特殊收費的緣由，並請委員提出運用約十多萬待用款項建
議，交下次特殊收費委員會會議(1 月 22 日)討論。
3. 聖誕 BBQ 聯歡會
聯歡會
定於 12 月 12 日在錦田鄉村俱樂部舉行，每位參加者收費為 HK$130，徐溫琼
歡女士表示有舊生王先生願意贊助$3000，主席亦表示贊助$1000 書券作獎
品。委員同意校長建議邀請英華小學校長/副校 4 人、英華堂 3 人、英華小學
家教會 5 人光臨。由黎關珮華女士、范姚靜卿女士、徐溫琼歡女士、王為杰
先生組成工作小組跟進。
4﹒
﹒PTA 會訊
本年度第一期會訊定於 2011 年 2 月 19 日家長日派發，1 月 17 日截稿；由蘇
朱映紅女士統籌及前執委袁楊麗霞女士協助。
5﹒
﹒世界閱讀日及圖喜館義工
世界閱讀日及圖喜館義工
李陳素榆女士報告，在圖書館活動的撥款中，支付 HK$3300 購買書券作世界
閱讀日活動獎品，由龔倩玉老師負責。
6. PTA 紀念品
徐溫琼歡女士負責並捐贈紀念旗 100 支。
麥德祥老師表示有需要時可訂造特別題字水晶紀念座約 HK$180@。
7. 敬師日
定 2011 年 3 月 8 日贈送生果給老師，由徐溫琼歡女士、黎關珮華女士、翟志
文先生負責，並設計感謝咭。
8. 學生紀律關注小組
學生紀律關注小組
校長表示學校會專責處理，有需要時才尋求家長協助。
9. 校褸回收
諮詢校長意見後，決定由個別有需要家長自行交換，家教會暫不參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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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他事項
校長匯報英華書院財務顧問及會計師確認學校財務管理及招聘程序健全，並無審
計報告所舉的問題。

（八） 下次開會日期
2011 年 1 月 22 日下午 2:15 分*

散會時間﹕下午五時四十分

主席 ╴╴╴╴╴╴╴╴╴╴╴
黃朱麗珍

秘書 ╴╴╴╴╴╴╴╴╴╴╴
蘇朱映紅

*因校長及老師須出席 2011 年 1 月 22 日中一新生面試，故第二次會議改為 2011 年 1 月
29 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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