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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十七屆執委會 

第二次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一二年二月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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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為杰先生（主席）、黃朱麗珍女士（副主席）、鄭鈞傑署理校長（副主席）、 

麥德祥副校長、蘇朱映紅女士、黎關珮華女士、范姚靜卿女士、徐溫琼歡女士、

翟志文先生、黎添祥先生、黃筱茵老師、潘敏芝老師、陳子輝老師、梁秀燕老師、

林嘉儀老師、鍾綺芬老師、李陳素榆女士、李祿兆先生、何李鳳儀女士、陳吳惠

燕女士、沈愷揚先生 

列席﹕陳建熊教務總監、李詠儀老師 

       

 

(一) 通過第十七屆第一次續會會議記錄——動議﹕黃朱麗珍女士 

                                      和議﹕黎添祥先生 

(二二二二) 校長報告事項校長報告事項校長報告事項校長報告事項(見附件 1) 

    1. 新高中學制近況 

1.1. 中六同學已於 1 月初考核心科目 Mock Exam，2 月將考選修科目 Mock Exam。 

1.2 學校將於 2 月底檢討 Mock Exam 並準備文憑試。 

       1.3 約 40-50 名中五同學將於 2 月 10 日參觀在會展舉行的【教育及職業博覽】

(Education and Career Expo)。 

       1.4. 中三同學將參予【尋找生命色彩】事業輔導工作坊，中四/五同學將參予【生

涯地圖】事業輔導工作坊。 

 1.5. 學校將於 5 月為中五/六同學舉辦面試訓練工作坊。 

1.6 中五同學將於復活節假期、五月及暑假補課。 

1.7. 學校將於 5 月安排中六同學為中四/五同學分享新高中文憑試經驗。 

1.8. 學校將於下學期安排同學參加由【國際成就計劃香港部】Junior Achievement 

Hong Kong 以及其他志願機構舉辦的事業輔導活動。 

 

2. 中一直資收生：今年報名人數達 1275，創下歷史新高。中一收生名額約有 50 名，

首輪面試於 2 月 4 日及 11 日舉行，次輪面試於 3 月 3 日舉行。 

 

    3. 公開演說訓練：家教會邀請公開演說訓練專家張惠豪先生，3 月初至 5 月到校為

中四/五同學舉辦 8 節由特殊收費資助的公開演說訓練工作坊，本校英文科老師亦

將出席。由於時間倉促，未能為中六/七同學安排公開演說/面試『鷄精班』。 

 

4. 本校同學在多個校外比賽獲獎，包括 6B 李祐榮同學在 1 月舉行的中國奧數比賽

中為香港隊奪得銀獎，數學隊奪得【華夏盃】全場團體總冠軍，校際朗誦節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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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朗誦奪得 7 項冠軍、6 項亞軍、英文朗誦奪得 5 項冠軍、4 項亞軍，管樂

團在【2011 年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Hong Kong Youth Music Interflows Symphony 

Orchestra Contest】中奪得銀獎，籃球隊、手球隊、羽毛球隊及泳隊亦奪得多個校

外比賽獎項。 

 

有家長委員希望學校資優培訓活動增加透明度，讓更多同學/家長知悉及受惠。

鄭校長會與有關老師跟進。 

2011年國際爵士合唱及千人樂動匯演計畫 11年國際爵士合唱及千人樂動匯演計畫  

(三三三三)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及及及及檢討檢討檢討檢討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1.1.1. 2020202011111111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11110000 日聖誕日聖誕日聖誕日聖誕聯歡會聯歡會聯歡會聯歡會    

徐溫琼歡女士報告(見附件 2)，有 155 名家長及學生連同校長、老師、嘉賓 22人，

共有 177人參加，氣氛熱鬧融洽，食物安排滿意，表演項目精彩，尤其是黎添祥

先生安排的街頭舞。鳴謝各嘉賓、主席及家長委員及家長捐贈多份禮物及現金作

抽獎，令出席者滿載盡興而歸。建議將來若有積存巳久之電器禮品，宜先測試功

效後才送出。是次活動錄得$4347.50 盈餘，將撥歸本會帳目之用。 

鄭校長提醒消防規例不准在禮堂明火煮食。 

          

(四四四四) 討論及跟進討論及跟進討論及跟進討論及跟進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 交流團交流團交流團交流團 

陳建熊教務總監初步擬定『澳門文化探索行』行程安排(見附件 3)，已申請澳門

路環黑沙青年中心 52 個宿位，並已交$6720 宿費。陳總監已聯絡參觀澳門大學

並與培正中學作交流。另特邀澳門理工大學林發欽教授主講文化保育，建議籌

委考慮向林教授支付講員費或致送紀念品。本團將由陳子輝老師、梁秀燕老師

擔任正副團長，主理學術交流事宜，非學術性的一般事務由徐溫琼歡女士連同

黎關珮華女士、翟志文先生、黎添祥先生協助統籌。由於本團行程包括與培正

中學作文化保育辯論，委員希望校長及老師盡量遊說中辯隊同學報團(本會將考

慮提供團費資助)，老師亦會盡量遊說攝影學會同學報團參加本團特設之攝影比

賽。家長委員亦會在 2月 18 日家長日再向學生/家長宣傳。 另隨團老師還包括

潘敏芝老師、林欣榮老師、余銓豐老師。 

另外，翟志文先生建議加插參觀澳門旅遊學院，讓同學認識旅遊/酒店管理方面

知識，並建議安排 4月 21日參觀中美/亞洲協會免費活動，作為『澳門文化探索

行』的延伸活動。    

 

        2. 家長日書展家長日書展家長日書展家長日書展 

       2012 年 2 月 18 日家長日書展，黎關珮華女士、徐溫琼歡女士將於當日早上掛出

宣傳橫額，有書商將於 2 月 17 日運送書籍到校，請有關老師跟進。學校通告亦

會提醒家長/同學參觀書展。 

 

 

3. 新高中家長學堂新高中家長學堂新高中家長學堂新高中家長學堂 

蘇朱映紅女士將與鄭校長跟進，邀請對通識科有深厚認識及心得的中大趙志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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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趙教授現正為本校進行優質學校改善計劃)及英華舊生梁銳基先生到校舉

辦通識科講座，日期暫定今年 5 月。 

另沈愷揚先生將與王堅臣老師跟進將過往舉辦之家長學堂講座錄像拷貝上載

PTA 334website作長遠保存。 

 

     4﹒﹒﹒﹒家長自由談及聯絡家長自由談及聯絡家長自由談及聯絡家長自由談及聯絡員員員員/家長義工家長義工家長義工家長義工茶茶茶茶聚聚聚聚 

        2012 年 3 月 17 日之聯絡員/家長義工茶聚，將於 1:45 至 3:00 舉行，請聯絡組與

黃筱茵老師跟進於 3 月 2 日出通告及安排小食。 

3:15開始的家長自由談分 3組進行：(1)中一由主席王為杰帶領黎關珮華女士(負

責紀錄)、徐溫琼歡女士及沈愷揚先生主持；(2)中二由翟志文先生、黎添祥先生

及陳吳惠燕女士(負責紀錄)主持；(3)中三/四/五由黃朱麗珍女士、蘇朱映紅女

士、范姚靜卿女士、李陳素榆女士、李祿兆先生及何李鳳儀女士(負責紀錄)主持，

地點請黃筱茵老師跟進，並安排於 3 月 2 日出通告。 

 

5555....    書院書院書院書院////小學小學小學小學家教會家教會家教會家教會聯席活動聯席活動聯席活動聯席活動                                                                                    

由黃朱麗珍女士、徐溫琼歡女士、黎關珮華女士及黎添祥先生跟進商討舉辦書

院與小學家長聯席活動的建議，再交執委決定。初步傾向由書院家長委員與小

學高年級家長座談，交流升中適應方面的經驗、心得。  

                 

     6. PTA 會訊會訊會訊會訊                                                                         

        第一期會訊定於 2012 年 2 月 18 日家長日派發，稿件已交齊(包括陳建熊教務總

監於周年大會專題講座之講稿)，由蘇朱映紅女士及陳吳惠燕女士統籌付印事宜。 

  

     7. 敬師敬師敬師敬師日日日日 

       黎關珮華女士、黃朱麗珍女士及徐溫琼歡女士負責安排 2012 年 3 月 8 日贈送生

果/心意卡給全校老師/職員，以表敬師心意。由於老師人數增加，委員同意將開

支撥款由$3000調高至$4000。    

 

 

(五五五五)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 陳建熊教務總監領導之一條龍督導小組，將於 4 月 2 日舉行的教師進修日研討會

上探討中小學溝通、合作與銜接事宜，歡迎家長委員以觀察員身份列席。 

2. 宗教科李詠儀老師代表『英華堂家長/學生團契』，向本會申請借用家教會室作團

契每周二上午聚會之用，由 2 月 14 日起至 6 月 26 日止共 16 日(見附件 4)。經商

討後委員初步同意借出，但如本會有需要可預先知會英華堂李姑娘並優先使用家

教會室，試行一期後再作檢討。 

3. 圖書館義工 

黃朱麗珍女士報告下學期圖書館義工家長組成狀況，有 5位新家長義工加入代替

巳離校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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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調學費及特殊收費建議 

鄭校長簡述學費及特殊收費上調建議的原因：2 年前直資學費曾由每月$1,200

上調至$1,500(已入學者學費維持$1,200)。近年通脹加劇，為解決學習差異，需

安排初中課後功課輔導，高中每級分 7組『中班教學』，故學費及特殊收費需上

調以應付教學/設施發展之需。 

家長委員(包括直資生家長)大多認為本校學費每月$1,500(另非直資生每年交

$2,000 特殊收費)，環顧其他直資中學實屬廉宜，為加強教與學質素，家長可接

受約 20%學費及特殊收費升幅。 

加費建議經校董會審議後，將諮詢全體家長意見，再報教育局批准。 

 

5. 學校社工活動 

   委派黃朱麗珍女士會後與學校社工跟進。 

 

(六六六六) 下次會下次會下次會下次會議議議議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12 年 3 月 24 日下午 2:15 分 

散會時間﹕下午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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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朱映紅          王為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