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十六屆執委會
第四次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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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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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姚靜卿女士 黃筱茵老師 龔倩玉老師 陳子輝老師 梁秀燕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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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添祥先生
缺席﹕沈愷揚先生、麥德祥老師、黃正夫老師、鍾綺芬老師

(一) 李志華校長作開會禱告。主席感謝李志華校長多年以來對家長教師會的鼎力支持及
貢獻！蘇朱映紅女士希望李志華校長離任後可透過舊生會或在職訓局新崗位上繼續
關懷、支持英華書院及英華仔，李校長答允義不容辭。

(二) 通過第十六屆第二次會議記錄 — 動議﹕李陳素榆女士
和議﹕翟志文先生

(三) 校長報告事項
李志華校長報告學校近況(見附錄 I),包括 6 名 S6 同學拔尖入讀港大、中大；數學、
音樂、體育比賽得獎消息以及 S1 新生註冊、迎新營、暑假銜接課程時間表。
蘇朱映紅女士提問校方可有安排在多項國際數學比賽中有傑出成績的李祐榮同學及
S6 尖子學生與學弟分享學習心得，校長表示已有安排分享。
李陳素榆女士提議校方安排就讀大學的師兄與學弟分享面試心得
提議校方安排就讀大學的師兄與學弟分享面試心得，
協助英華
英華仔入讀
提議校方安排就讀大學的師兄與學弟分享面試心得
，協助
英華
仔入讀
心儀學系。
提議 Career
心儀學系 校長表示 Career Team 已有安排教授面試技巧。蘇朱映紅女士提議
與舊生會合作，
系統地向高中學生及報考大學的英華
英華仔提供升學規劃意見
仔提供升學規劃意見，
Team 與舊生會合作
，系統地向高中學生及報考大學的
英華
仔提供升學規劃意見
，包
括大學學系所着重的素質、
與學系相關的課外活動、
面試技巧等，
協助英華
英華仔及早裝
括大學學系所着重的素質
、與學系相關的課外活動
、面試技巧等
，協助
英華
仔及早裝
備自己報考心儀學系。校長表示舊生會已有安排
Mentor Scheme 給高年班同學。
備自己報考心儀學系
蘇朱映紅女士冀校方一如既往代家長教師會收取 S1 家長會費，校方答允。

(四)

報告及
報告及檢討事項
檢討事項
1. 5 月 15 日親子野戰
蘇朱映紅女士報告當日有 54 名家長學生參加，以中一中二學生佔多，野戰
活動可訓練紀律及團隊合作。多謝徐溫琼歡女士協助點名及攝影， 多謝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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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姑娘、林姑娘悉心安排遊戲及水果！
2. 新高中家長學堂
主席感謝李志華校長、
鄭鈞傑副校長、
黃筱茵老師、陳子輝老師、
郭穎堯老師、
蕭敏儀老師、成耀明老師、蘇家樂老師及 Ms Chan 出席支持，並多謝委員蘇朱
映紅女士聯絡講者，李陳素榆女士、黎關珮華女士、徐溫琼歡女士、李祿兆先
生、何李鳳儀女士、陳吳惠燕女士、沈愷揚先生、義工家長曾太,到場協助 5 月
14 日新高中家長學堂講座！
蘇朱映紅女士特別感謝鄭鈞傑副校長當日全程參予，並於答問環節親身解答
家長提問！蘇朱映紅女士報告當日有 118 名家長及學生出席講座，S3 反應
踴躍有 67 人，S4 有 28 人，S5 有 23 人，且很少學生出席。S5 家長李祿兆先
生及 S4 家長何李鳳儀女士認為，S4/5 學生可能認為已漸掌握通識科學習，
且已選科，故對通識科及數學科講座興趣不大，另外家長即場提問大減，反
映家長疑竇漸釋。出席家長對講座評價甚高，蘇朱映紅女士提議下次新高中
家長學堂英文科講座(暫定 9 月 17 日)邀請 S1-6 家長及學生出席，讓更多家
長及學生了解新高中英文科情況。
有 S4A/4C 家長稱未曾收到新高中家長學堂講座通告，亦無家長聯絡員電聯
通知，希望將來改善通告收發及聯絡工作。
3.

特殊收費資助
特殊收費資助外展領袖訓練課程
資助外展領袖訓練課程
S4E 董震揚及 S4A 鍾朗軒同學親身向家長教師會執委匯報於復活節假期參加
Outward Bound 舉辦的外展領袖訓練課程。兩位同學均覺得課程能訓練學生體
能、毅力、同理心、合作性、獨立及自理能力、組織及表達能力，令他們獲益良多。
家長委員提議兩位同學試後(6 月 28 日)於早會向其他英華仔推介外展領袖訓
練課程，鼓勵其他人參加特殊收費將於暑假資助同學參加有關活動。特殊收費
管理委員會已批核資助領袖訓練，委員同意於 7 月 20 日至 24 日、7 月 21 日至
25 日再邀兩組共 24 名高中同學參加外展領袖訓練課程，請老師跟進。
王為杰先生及黎添祥先生簡介理工大學主辦之『青少年企業領袖訓練課程』，
課程歷時 11 天，內容包括企業領袖訓練、面試技巧、參觀本地及國內企業、愛
丁堡公爵訓練營等，但費用 HK$5300 頗昂貴，經討論後委員決定日後再詳細
考慮是否與主辦機構商議度身訂造適合英華仔的領袖訓練課程。
4. 世界閱讀日
李陳素榆女士呈交世界閱讀日報告(見附錄 II)，感謝家長義工於 4 月 23 日世
界閱讀日佈置展板、感謝龔倩玉老師的支持及努力，學生書箋設計非常精美。
徵文比賽優異文章會刊載【英華薈】。鄭張慧雯女士分享圖書舘家長義工工作，
家教會感謝圖書舘家長義工連月來趕工為圖書舘電子防盜系統作包書等準備
工作。

（五）討論及跟進事項
討論及跟進事項
1﹒﹒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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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溫琼歡女士報告武漢辛亥革命博物館因閉館裝修，行程改為參觀首義烈士
陵園及首義廣場，達能旅行社會就新景點加入學習元素供籌委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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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活動：英華仔致謝、簡介英華書院、致送紀念品(團服、英華薈
等)
1100-1200 與當地同學一起於學校飯堂午飯，體驗當地同學的生活情況
1130-1230 與當地同學進行籃球、足球、乒乓球友誼比賽
1230-1330 參觀學校設施】
另 5 月 7 月日之遊學團功課匯報，同學準備明顯不足，以致表現欠佳。有委
員建議未來需加強組長領導能力及事前培訓，教授功課匯報技巧，令同學真
正從中學習受益。今年遊學團因未獲 COY 資助，委員決定考察報告只上載
PTA 網頁，不需印製小冊子以支持環保及節省開支。
黃筱茵老師報告 COY 世博團資助款項已到校，有個別家長簽回自願將退款/
部分撥捐作 PTA 未來交流團活動之用。
2. PTA 會訊
PTA 第二期會訊將於 7 月 8 日派發，蘇朱映紅女士已向各位發出電郵收稿，
截稿日期為 6 月 3 日。李校長跟進家長自由談校方回應，截稿日期為 6 月 3
日。
3. 英華薈
范姚靜卿女士呈交英華薈工作小組會紀錄(見附錄 III)，委員議決通過印
刷 1500 本第二期英華薈，作品由老師甄選。英華薈(第一期)存貨，建議可
贈予武漢交流團內地學校及支持舊生會音樂會。*
*參閱 2011.6.25 特別會議記錄。
4. 飯堂管理委員會
黎關珮華女士報告飯堂麵食會加價$0.5 至 1.0。厨餘處理議題交校方、學生
會研究可行性。
5. 中一
中一新生家長分享會
新生家長分享會
定於 8 月 27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半舉行，由黎關珮華女士、徐溫琼歡女士及
李陳素榆女士統籌，各家長委員分 5 班與中一新生家長分享經驗、心得，
並招攬家長義工、聯絡員。黃筱茵老師擬備中一分班資料、暑假銜接課程學
生表現評語，促請新生家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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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 17 屆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日期及執委選舉程序細則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日期及執委選舉程序細則
定於 11 月 6 日*星期日舉行。由李祿兆先生任籌委主席，其他執委任組員
共商細節。鑑於有個別人士不滿上屆執委選舉程序細則規定候選人必須出
席候選人座談會，否則作棄選論。經討論後委員決定於第 17 屆家長教師會
周年大會日期提出修改會章，加入此規定及候選人必須出席周年大會上台
宣讀政綱，由蘇朱映紅女士負責起草修章交執委審議後呈周年會員大會通
過後才實施。
*會後麥德祥老師建議周年大會日期改為 11 月 13 日，以遷就 Uniform
Test.
六) 家長校董報告事項
家長校董報告事項
(六
蘇朱映紅女士報告校董會將於 5 月 30 日召開特別會議商討新校長安排，會後會
通知大家有關決定。
2011

年

七) 其他事項
其他事項
(七
1.主席將與校長跟進邀請家長王吳淑貞女士於 7 月初向高中同學主講【公開演說/
匯報技巧講座】。*
*因中五同學須補課，講座延至9月開學後舉行。
2. 定 7 月 9 日設宴餞別李校長及袁副校。
八) 家長校董
家長校董互選
(八
今屆 8 位家長執委以不記名暗票互選下屆之家長校董，由蘇朱映紅女士連任家
長校董。
九) 下次開會日期
(九
暫定 2011 年 9 月 24 日下午 2:15 分

散會時間﹕下午六時

主席 ╴╴╴╴╴╴╴╴╴╴╴
黃朱麗珍

秘書 ╴╴╴╴╴╴╴╴╴╴╴
蘇朱映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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