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十六屆執委會
第三次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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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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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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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德祥老師
增選委員：李祿兆先生 何李鳳儀女士 陳吳惠燕女士 鄭張慧雯女士
沈愷揚先生 黎添祥先生
列席：袁國柱副校長
缺席﹕范姚靜卿女士、黃正夫老師、梁秀燕老師

(一) 通過第十六屆第二次會議記錄 — 動議﹕翟志文先生
和議﹕徐溫琼歡女士
(二) 特殊收費管理委員會
袁國柱副校長與家教會商討 3 項特殊收費管理委員會事宜--(1) 鑑於教育局要求學校將“津貼學校帳目”與“直資學校帳目”劃分清楚，故此
須將轉直資前的一筆冷氣費為數 HK$472,186.19 撥入本學年特殊收費。特殊收費
管理委員會已於 1 月會議中決定撥款改善禮堂影音設備、圖書館防盜系統及高
年同學領袖訓練計劃。家教會委員一致贊成本學年盡量運用該筆款項，餘款則
撥歸下學年特殊收費。
(2) 特殊收費管理委員會已於 1 月會議中決定撥款$64,800.00 資助 3 組共 36 位中四
同學於復活節假期參加 Outward Bound 舉辦的外展領袖訓練課程。如同學反應
理想，特殊收費將於暑假繼續資助 36 名中三同學參加有關活動計劃，資助費用
約為$64,800.00。家教會委員商議後認為 Outward Bound 有關課程訓練較適合新
高中課程的其他學習經歷及本校學生領袖訓練的需要，而各委員希望有關活動
可盡快於復活節假期舉行，所以委員一致通過無需投標而選用 Outward Bound
舉辦的外展領袖訓練課程。委員亦贊成領袖訓練活動需有延續性，令未能受惠
的低年級同學升上高年級時，有機會參與。
(3) 袁國柱副校長提交特殊收費的命盤(見附錄 1)，特殊收費將隨着非直資生逐年遞
減而減少，至 2019-2020 學年全部消失。家教會委員需考慮未來特殊收費 3 項
基本支出的資源分配，即電費、IT 支出及 2 名 NETs 薪酬。家教會委員商議後
建議下學年運用特殊收費聘請 1 名 NET 為期 3 年，另 1 名 NET 由學校經費聘請
(即學校經費共聘請 2 名 N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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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報告及
報告及檢討事項
檢討事項
1.
家長日書展 2011 年 2 月 19 日
徐溫琼歡女士報告 3 間書商均滿意當日銷售/訂閱情況，並有興趣明年再參
展；三聯有七千多元銷售額，天利行有一萬五千多元銷售額。另感謝徐溫
琼歡女士、黎關珮華女士、翟志文先生及王為杰先生當日在雨天操場外向
家長、同學宣傳武漢交流團！
家長自由談及聯絡組茶
家長自由談及聯絡組茶聚 2011 年 3 月 5 日
(1) 黎關珮華女士報告聯絡組茶聚有六十多名家長聯絡員及義工出席此項

2.

聯誼活動。有委員注意到較少 F3 家長出席，盼聯絡組長考慮有空跟進
了解原因。
(2) 主席報告 F1 家長自由談 有 38 位家長出席，由主席及 PTA 委員黎關珮
華女士、徐溫琼歡女士、翟志文先生、王為杰先生、陳吳惠燕女士及鄭
張慧雯女士與家長交流子弟學習、課外活動及適應等問題(詳見附錄 2)。
(3) 蘇朱映紅女士報告 F2-5 家長自由談有 65 位家長出席，由 PTA 李陳素
榆副主席、委員蘇朱映紅女士、范姚靜卿女士、李祿兆先生及何李鳳儀
女士與家長交流。F2 家長關注課後補習、課外活動等問題；F3 家長關
注選科事宜；F4 家長關注 LS 評卷及 OLE 問題；F5 家長關注同學對明
年新高中文憑考試不太着緊，望學校能安排老師暑期為學生補習/操
卷，營造良好學習氛圍，在第一屆新高中文憑考試中取得佳績(詳見附
錄 2)。
蘇朱映紅女士已將 F1-F5 家長自由談紀錄在案的家長提問(詳見附錄 3)電
郵給李校長及鄭副校，校長答應與鄭副校作出跟進。
3.

敬師日
黎關珮華女士報告已於 2011 年 3 月 8 日贈送 110 份生果盒及感謝咭給學校
教職員，是項活動開支 HK$2970。老師十分感謝家長的心意！黎關珮華女士
建議主席向果盒供應商 Market Place(曼克頓山)致謝信。

4. 3 月 12 日社工講座
黃筱茵老師報告當日約有六十多名家長出席由社工及輔導組舉辦之【親親
兒女心】家長講座。有委員提出是項活動由社工及輔導組舉辦，家教會幾
乎沒有參予籌辦，將來是否應列作家教會活動？望老師與社工及輔導組跟
進澄清。
另5月15日野戰活動將於屯門掃管笏舉行，50名或以上參加者每人費用
$200，交通費另計，約於4月尾向家長發出通告。
（四）討論及跟進事項
討論及跟進事項
1﹒
﹒PTA 會訊
第一期會訊已於 2011 年 2 月 19 日家長日派發。委員反映有家長意見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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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訊中校方部分回應略嫌官腔，未能切實滿足家長訴求。校長希望家長理
解 PTA 會訊為一份公開文件，所有公眾均可取閱，故此校方回應要份外小
心。家長如欲進一步查詢，學校隨時樂意跟進。
PTA 第二期會訊將於 7 月 8 日派發，由蘇朱映紅女士及陳吳惠燕女士統籌，
王為杰先生負責提供武漢交流團花絮，另選登學生優秀文章。第二期會訊
將採用 PTA 新彩色 logo。
2. 新高中家長學堂
(1) 蘇朱映紅女士已聯絡任職某中學通識科老師的家長(Ms Beatrice Poon)及
教育局數學組課程發展主任梁先生，於 5 月舉辦講座，與 F4-5 家長/同學
分享通識科及數學科方面的經驗。〔會後商定於 5 月 14 日 2:00pm 舉辦講
座〕
。校長支持及欣賞家教會籌辦此講座，老師亦不抗拒其他中學通識科老
師以家長身份與本校家長/同學分享通識科的經驗，讓同學作參考；但建議
講者事先與本校通識科主任 Ms Siu 作好溝通。
(2) 主席將跟進邀請家長王吳淑貞女士於 6 月尾至 7 月初向高中同學主講【公
開演說/匯報技巧講座】。校長歡迎家長到校與同學分享寶貴經驗。
3﹒
﹒世界閱讀日
李陳素榆女士報告，4 月 13 日之世界閱讀日將有家長義工佈置展板、學生參
予書箋設計、徵文及問答比賽，以推廣閱讀風氣。徵文比賽優異文章會刊載
【英華薈】。何李鳳儀女士及陳吳惠燕女士願意來年加入統籌是項活動。
4﹒
﹒交流團
(1) 徐溫琼歡女士提交交流團預算報告(見附錄 4)。 校務處曾小姐會跟進文風
書局贊助。 4 月 10 日將安排團員參觀歷史博物館—辛亥革命百周年展、文
物徑及甘棠第，由老師及家長委員帶隊。
旅行社初步建議與湖北省示範中學當陽市第一高級中學交流流程如下：
【0900 抵達學校
0900-0930 歡迎儀式+交流同學配對 (交流同學配對，以一對一為單位，可
分小組進行活動，如六個當地同學與六個香港同學為一組)
0930-1100 與交流同學一起進行課外活動 (由當地學校安排)
1100-1200 與當地同學一起於學校午飯 (為體驗當地同學的生活情況，希望
能安排在學校飯堂進行)
1130-123 與當地同學進行體育競賽 (如籃球比賽等)
1230-1330 參觀學校設施】
(2) 黃筱茵老師報告 COY 世博團資助款項快將到校，委員重申退款給家長時夾
附信件，鼓勵家長自願將退款撥捐作 PTA 未來交流團活動之用。
（五） 校長報告事項
李志華校長報告學校近況(見附錄 5)。
1. 英華書院在校際科學常識問答比賽 2011 中取得全港亞軍，6B 關展偉同學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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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總冠軍。
2. 英華同學在【世界數學測試】World Class Arena 成績優異，在數學及解難分
析 2 科中獲傑出表現學校獎，有 6 名雙優生同學，精英賽中 3 名同學得金獎。
3. 英華書院英語辯論隊在 NESTA/SCMP 合辦之校際英語辯論比賽中得亞軍。
4. 今年學校取錄約 50 名 F1 直資生。
5. 英華書院籃球隊在乙組學界籃球決賽完場前最後 1 秒取 3 分險勝男拔奪冠，過
程驚險刺激，充分表現出英華仔打不死的頑強精神。
6. NET Ms Amanda Chapman 撰寫的英語戲劇活動進度報告，已於會後電郵給
PTA(見附錄 6)。學校 NETs 計劃稍後推出“The Rhy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英語戲劇表演及來年籌辦大型 drama 表演活動。
(六
六) 家長校董
家長校董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蘇朱映紅女士報告:
1.校董會 3 月 8 日會議通過下學年增聘 8 位老師，應付下學年雙隊列年(double
cohort year)班級增加以及一條龍學生學習差異的教學需要。
2.學校計劃暑期舉辦體育及音樂校隊預備隊訓練，推動學校體育及音樂方面的長
遠發展。
3.李志華校長向校董會請辭獲接納；校董會組成 6 人遴選小組物色新校長 9 月接
任。
2011 年

（七
七） 其他
其他事項
事項
1.主席黃朱麗珍女士贊助PTA徽章1,100個, 有金, 銀, 銅, 古銀, 4個顏色 ,送
給PTA各委員、全校老師及職工及家長義工。 餘下銀色襟章約有330個, 留待
下屆委員及送給嘉賓之用。每年家教會委員22位, 足夠十多年之用。
2.麥德祥老師指出家長簽署電子通告的建議，應由老師及家長從詳計議其可行性
後決定。
3.家長委員反映有學生在學校飯堂購買的揚州炒飯中發現有曱甴腳，校長答應與
飯堂負責人磋商食物衛生問題。
（八
八） 下次開會日期
2011 年 5 月 28 日下午 2:15 分

散會時間﹕下午五時三十分

秘書 ╴╴╴╴╴╴╴╴╴╴╴
蘇朱映紅

主席 ╴╴╴╴╴╴╴╴╴╴╴
黃朱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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