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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十六
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十六屆執委會
第五次會議記錄
日期﹕2011 年 9 月 24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 時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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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鈞傑署理校長（副主席）
麥德祥副校長(顧問老師) 蘇朱映紅女士 范姚靜卿女士 徐温琼歡女士
黎關珮華女士 翟志文先生 王為杰先生 黃筱茵老師 陳子輝老師 鍾綺芬老師
何李鳳儀女士 陳吳惠燕女士 鄭張慧雯女士 黎添祥先生 沈愷揚先生
缺席﹕李祿兆先生、黃正夫老師 梁秀燕老師 龔倩玉老師

(一)

通過第十六屆執委會第四次會議記錄 – 動議: 徐温琼歡女士

(二)

和議: 黎關珮華女士
通過 6 月 25 日特別會議記錄 - 動議: 李陳素榆女士
和議: 翟志文先生

(三) 校長報告事項
1. 主席歡迎鄭鈞傑署理校長代替已離職李校長出任家教會當然副主席。
2. 制定來年關注事項
＊參予中文大學提供的優質學校改善計劃 QSIP，針對學習差異，加強學與教；
＊協助同學為第一屆中學文憑試及最後一屆高級程度公開試作好準備。
3. 辯論隊取得在南京舉行的全國中學生英語辯論大賽亞軍。
4. 歡迎家長光臨下周二及四舉行的水運會。
5. 已於 9 月 24 日登報聘請新校長。
家長委員關注 F6 第一屆新高中同學獲提名參加港大/中大入學面試事宜，希望
校方提供適切的面試技巧培訓，並促請校方關注 F5 校內成績評級準則。
(四)

家長校董報告
蘇朱映紅女士報告於 9 月 22 日出席了校董會學術小組會議，跟進中文大學提供
的優質學校改善計劃 QSIP，下次校董會會議將於 10 月 24 日舉行。蘇朱映紅女
士引校監陳應城教授之言，强調培養學生溝通能力的重要性，促請主席與校方
跟進本會前執委王吳淑貞女士到校舉辦公開演說講座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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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報告及檢討事項
1. 武漢遊
武漢遊學團
王為杰先生報告武漢遊學團圓滿完成(見附件 1)，今次遊學團低年級同學較
多，但他們能在遊學過程中得益及成長，令籌委份外安慰！
徐温琼歡女士呈交武漢遊學團財務報告，是次遊學團不但收支平衡，還錄得
HK$6091.25 盈餘(主要來自文風書局$5000 及主席$1000 贊助)，沒有動用
PTA$4000 撥款。
主席感謝隨團的陳子輝老師、梁秀燕老師、徐温琼歡女士(團長)、翟志文先生
王為杰先生，武漢遊學團的成功有賴本會老師及家長委員共同努力！
何李鳳儀女士指同學交回的問卷調查反應正面，顯示遊學團受學生普遍歡迎。
陳子輝老師表示遊學團功課匯報得獎學生稍後會上早會作簡報，並宣傳下次
遊學團。
2.

中一新生家長分享交流會
已於 8 月 27 日下午舉行，有 78 位家長參與，大部份家長提出的問題已在會
上解答，惟 1C 班有家長對學校通告規定中一學生必須學習一種樂器有保留，
且通告用字可能引起教育局關注。鄭校長表示已電聯有關家長，跟進解釋學
校音樂教育政策及傳統。

3.

新高中家長講座(
新高中家長講座(英文科)
英文科)
主席感謝鄭校長、麥副校及英文科主任謝道華老師及曾雲强老師、陳卓能老
師、黃筱茵老師、陳子輝老師、陳玉燕老師等多位老師到場支持，及各家長
委員參予舉辦講座！
蘇朱映紅女士報告 9 月 17 日有 385 位家長出席，人數打破紀錄，顯示家長普
遍關注新高中英文科考評要求。就英文科文憑試閱讀卷及聆聽卷分深淺兩部
分供考生即場選答所引起家長關注一事，蘇朱映紅女士促請校方仔細評估學
生英文水平，尤其是一條龍學生學習能力差異較大，老師宜考慮向不同水平
學生提供適切選答試卷意見，讓學生試前作好充分準備及明智的決定。

(六) 討論及跟進事項
2010/
0/111 財政總結
0/
1. PTA 201
參閱主席 9 月 23 日電郵夾附夾最新的 PTA 2010/11 財政總結、2011/12 年預算。
黃筱茵老師問 PTA 上年財政預算批准資助學校/學生活動的$8000，有關老師
未有在 5 月底截止前申領，執委是否同意將截止期延展至 9 月。經執委商議
後原則上同意，惟希望將來在每年 5 月 PTA 例會上提示有關老師如期申領資
助。

3

2. 20
20111/12
/12 年財政預算
財政預算
經執委商議後批准資助$4000 作遊學團一般開支，以減輕會員家長團費負
擔。鑑於 PTA 上年財政狀況理想，執委同意繼續撥款$8000 資助學校/學生活
動。執委一致通過 2011/12 年財政預算。
3.

11 月 13 日周年大會籌備小組/
周年大會籌備小組/執委選舉進程/
執委選舉進程/修改會章
蘇朱映紅女士報告周年大會籌備小組已於 9 月 17 日下午舉行第一次會議(參
閱附件 2 籌備小組第一次會議紀錄)，已確認工作分配及進程表。執委確認如
有候選人未暇出席 22/10 候選人聚會，將於 29/10 舉行第 2 場候選人聚會，除
有特別理由，以後換屆選舉將沿用此做法，並按上屆做法，各參選人得票只
告之參選人，當選名單則向大會公布；於選票及周年大會小冊子中，列出家
長委員出席家教會例會次數(如病假則列明)，並列明參選人是否有出席候選
人聚會，而以後換屆選舉亦將沿用此等做法。執委通過蘇朱映紅女士呈交之
修改會章建議稿，即在會章第(五) (2)段 (執行委員會) 中加入新條文- “(aa)
執行委員會可制定家長執委選舉程序及守則，
執行委員會可制定家長執委選舉程序及守則，規定家長執委候選人必須出席
選前由執行委員會舉辦的候選人交流聚會，
選前由執行委員會舉辦的候選人交流聚會
，並必須於會員大會選舉執委時親
自上台宣讀參選政綱，
否則作棄選論。
自上台宣讀參選政綱
，否則作棄選論
。”由於原定主講嘉賓余德淳先生收費
超出本會預算，委員贊成邀請教務總監陳建熊先生為專題講座嘉賓，陳總監
已答允，題目待定。另蘇朱映紅女士提出【家長校董選舉辦法】規定家長校
董須向會員大會作報告，委員同意周年大會小冊子應載列家長校董報告。
周年大會小冊子截稿日期為 11 月初。
黃筱茵老師將於下周聯絡核數師制定核數報告。

4.

遊學團基金捐款的運用
家教會早前呼籲家長將上年上海世博團獲 COY 資助的退款捐出成立【文化
文化
交流基金】
，獲家長熱烈響應，共籌得 HK$20 286，執委通過基金款項應用作
交流基金
】
資助家境清貧/有財務需要的英華學生參予本會舉辦的遊學交流團之用，原則
上批予申領綜援/書簿津貼家庭，但會建議有關家庭先申請政府『關愛基金』
，
在有實際需要時再申請本會【文化交流基金
文化交流基金】
文化交流基金
】
，首年暫定撥出 HK$4000 作資
助。

5.

英華薈
李陳素榆女士呈交英華薈第二期工作小組第 2 次會議紀錄(附件 3)，報告籌備
工作順利，下次會議將於 10 月 3 日舉行，成興任先生將出席並確定印刷細
節及報價。
翟志文先生向舊生出售英華薈第一期得款$810 將撥入 PTA 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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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校長及翟志文先生應蘇朱映紅女士要求，答允積極游說舊生會大力資助英
華薈出版。
6.

7.

11/12
/12 年聯絡員籌組
黎關珮華女士報告各級聯絡員已經籌組完成，並已開展工作。范姚靜卿女士
建議對新生家長資料報表作微調改善，老師答允跟進。
11/12
/12 年圖書館義工籌組
李陳素榆女士報告圖書館義工已籌組完成，並已開始工作。今年報告圖書館義
工要趕工為圖書舘電子防盜系統作包書等準備工作，勞苦功高。
李陳素榆女士希望學校將來透過家長執委
家長執委，
家長執委
，有系統地安排義工家長協助學校工
作。
李陳素榆女士提出，兩位資深及熱心義工家長-林太(F7)及曾太(F6)希望獲家教會
認同其多年來的傑出服務，問執委會否考慮於周年大會或聯絡員暨家長義工茶
聚上，向兩位頒發紀念座以示答謝。經執委詳細討論及商議後，認為過往周年
大會只限頒發紀念品給對家教會有重大貢獻及建樹而行將畢業/退休的執委，如
前主席 Clara(李太)、劉天成先生、熱心服務多年的執委孫梁少芳女士以及陳偉
良先生，況且委員對評定“傑出義工家長”的客觀準則未有共識，且有委員憂
慮此先河一開，可能會引起義工家長之間有分化及競逐現象，不利於會員之間
平和共處，故提議改為以家教會家長委員名義訂製水晶紀念座*，邀請校長在致
謝晚宴中向林太及曾太頒贈，並在 10 月 8 日聯絡員暨家長義工茶聚上公開表揚
兩位資深及熱心義工家長，執委多數贊同此建議。
*會後麥德祥副校長提出紀念座宜以家教會執委會名義贈送，以答謝林太及曾太
對家教會的貢獻，11 位執委亦於 10 月 8 日舉行的簡報會中通過此建議。

8.

家長自由談及聯絡組茶聚
執委議決 10 月 8 日及聯絡
聯絡員
暨家長義工茶聚
茶聚交由聯絡組范姚靜卿女士和黎關
聯絡
員暨家長義工
茶聚
珮華女士負責統籌。家長自由談交由聯絡組徐温琼歡女士、王為杰先生和翟志
文先生負責統籌。黃筱茵老師將於下周一派通告。

9.

12 月聖誕聚餐
執委贊成主席提議今年之聖誕聚餐，提前於 12 月 10 日舉行，由徐温琼歡女士、
黎關珮華女士及王為杰先生負責统籌。
執委對與英華小學 PTA 合辦活動之形式未有共識，由於本屆執委任期將於 11
月屆滿，建議由來屆執委詳議。

10.
10.

家長日書展
徐温琼歡女士報告已經開始聯絡書商，並聯同黎關珮華女士及王為杰先生負責
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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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他事項
無

(八)

下次會議日期
2011 年 11 月 13 日(第 17 屆周年大會後)

會議結束時間 ﹕下午 5 時 30 分

秘書 ╴╴╴(已簽署)╴╴╴╴╴
蘇朱映紅女士

第 16 屆執委主席╴╴ (已簽署)╴╴╴╴╴╴
黃朱麗珍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