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十七屆執委會
第三次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九時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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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溫琼歡女士 翟志文先生
黎添祥先生 范姚靜卿女士 黃筱茵老師 鍾綺芬老師 林嘉儀老師 潘敏芝老師
陳子輝老師 梁秀燕老師
增選委員：李祿兆先生 李陳素榆女士 何李鳳儀女士
缺席﹕陳吳惠燕女士、沈愷揚先生

(一) 第十七屆第二次會議記錄
徐溫琼歡女士更正 2011 年 12 月 10 日聖誕聯歡會活動錄得盈餘為$43
$437
$4374.50。
4.50
通過第十七屆第二次會議記錄 — 動議﹕徐溫琼歡女士
和議﹕翟志文先生
(二) 校長報告事項
鄭鈞傑署理校長報告學校近況(見附錄 1)
1. 新高中學制近況
1.1. 學校為中六同學安排 Post-Mock Exam 輔導，包括通識科、化學、經濟、數學、
History 等科，以及通識科、化學 Post-Mock 評核，並向同學講解練習卷評分
準則。
1.2 學校將於內聯網向中六同學發布最新升學資訊。
1.3 本校將有二十多位包括通識科在內的各科老師出任文憑試改卷員，以熟習文憑
試評分準則。*
1.4. 事業輔導老師將於公開試放榜前後為中六/七同學提供輔導及支援。
1.5. 學校將於 5 月為中四/五家長舉辦文憑試及升學資訊講座，。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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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學校將於 5 月開展【師友計劃】
，將邀請舊生及家長擔任師友，與高年級同學
分享人生歷練、職業生涯等。
2. 中一直資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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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正為中一直資生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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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月 1 日禮賓府開放日，本校學生應邀於下午 2:30-4:30 作音樂表演。
*鄭鈞傑署理校長會後報告，本校通識科老師未獲考評局批准出任文憑試改卷員。
(三)

報告及
報告及檢討事項
檢討事項
1.
家長日書展 2012 年 2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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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8369.10 銷售額，天利行有 HK$11,217.50 銷售額。家長委
員希望書商下次展銷多些高中補充練習。
2.

家長自由談及聯絡組茶
家長自由談及聯絡組茶聚 2012 年 3 月 17 日
(1) 范姚靜卿女士報告聯絡組茶聚有 37 名家長聯絡員及義工出席此項聯誼
活動。今次由於臨近統測，參加人數比往年少。
(2) 黎添祥先生報告家長自由談共有 94 位家長出席，F1 有 38 位家長、F2
有 17 位家長、F3-5 有 28 位家長出席。
蘇朱映紅女士將會與校長跟進 F1-F5 家長自由談紀錄在案的家長提問作回
應，並刋登於下期 PTA 會訊。
3. 敬師日
黎關珮華女士報告已於 2012 年 3 月 8 日贈送 125 份生果盒及感謝咭給學校
教職員，是項活動開支 HK$396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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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校務處將
餘下 6 份生果盒轉送保安員，委員同意以後將繼續送生果盒給保安員，以
作答謝並營造校園溫馨氣氛。
4. 家長校董
蘇朱映紅女士報告 3 月 19 日校董會通過向教育局申請加學費/特殊收費
10%，稍後將分別諮詢家長。陳建熊教務總監向校董會提交中、小學部銜
接工作建議書，加強英華書院及小學(尤其是小五/六至中一/二)在學術、學
生發展各方面的銜接，落實中、小一條龍辦學理念。新校長遴選小組建議
延長鄭鈞傑署理校長署任期一年。
5. 公開演說訓練班
黎添祥先生報告由張惠豪先生教授之公開演說訓練班有 13 位中四/五同學
參加，同學十分投入。委員來年預早商討開班時間表，做好宣傳，令多些
同學參加獲益。
鄭校長表示英文科老師可從中增強公開演說的專業訓練。
6. 飯堂管理委員會
黎關珮華女士報告飯堂管理委員會巳成立遴選小組處理飯堂招標事宜，家長
委員促遴選小組留意投標者是否有壟斷違規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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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TA 會訊
第一期會訊已於 2012 年 2 月 18 日家長日派發。
PTA 第二期會訊將於 7 月 13 日派發，由蘇朱映紅女士及陳吳惠燕女士統
籌，將專訪楊寶坤校董。
（四）討論及跟進事項
討論及跟進事項
社工活動
1. 社工
活動
黃朱麗珍女士報告 3 月 18 日約有四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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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平衡小組將於 5 月 3 日開始共 3 周，主題
為情緒管理及父母管教與親子衝突。
另6月3日親子歷奇日營活動將於大埔愛丁堡營舉行，每人費用約$100，包
括交通費及午餐，巳付40人按金，約於4月尾向家長發出通告，黃筱茵老師
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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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高中家長學堂/【師友計劃】
新高中家長學堂
委員商討後決定待第一屆新高中文憑試通識科成績放榜後(今年 9/10 月)，再
聯絡中大趙志成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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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集中講解文憑試通識科考評要求。
今年學校 5 月開展的【師友計劃】將邀請家長擔任師友。蘇朱映紅女士建議
以通告形式邀請全校有興趣的家長擔任師友。
3﹒
﹒世界閱讀日
黃朱麗珍女士報告，世界閱讀日書箋設計巳物色了承印商，家教會巳撥$5350
作書箋設計、徵文及問答比賽獎項，另委員通過今年增撥$200 作優異獎，以鼓
勵更多同學參予，推廣閱讀風氣。
4﹒
﹒交流團
(1) 徐溫琼歡女士報告【澳門文化探索行】交流團巳準備就緒，下午將舉行功
課匯報及行前聚會。鄭校長亦會於 4 月 11 日專程往澳門參予訪問澳門培正
中學。
(2) 黃筱茵老師表示現有 2 位同學獲批半費資助。委員商討後通過本會【文化
交流基金】除資助綜援及書簿津貼學生外，亦會資助家庭收入不超過公屋
申請資格收入上限的同學；申請人須填交家庭收入聲明；申請將由老師處
理，申請人資料不向家長委員披露，以保障私隱及為免尷尬。麥德祥副校
長建議因應基金數額有必要設定資助人數限額。申請資助次數原則上不設
限，唯首次申請資助或報團者有優先，本會亦會參考再次申請資助者過往
在交流團內的表現及貢獻。
5. 英華薈
鄭校長表示將另外出版年刋 Year Book，收納班相及學生作品，故英華薈 III 將
按原方向出版。工作小組由劉瑩老師負責，范姚靜卿女士、李陳素榆女士 何
李鳳儀女士協助。
6. 家教會網頁更新
委員商討後通過成立由主席王為杰先生、沈愷揚先生、黎添祥先生及王堅臣老
師組成工作小組跟進。
6（五
五） 其他事項
其他事項

(1) 鄭校長報告向教育局申請加學費 10%，4 月中將出中英文通告諮詢全校直資
家長，通告會列明加學費建議已獲家教會一致通過。
(2) 黎添祥先生提供下年政府資助遊學團資料，鄭校長將轉交負責 OLE 老師參考
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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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六） 下次會議
下次會議日期
2012 年 5 月 26 日下午 2:15 分

散會時間﹕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主席 ╴╴╴╴╴╴╴╴╴╴╴

秘書 ╴╴╴╴╴╴╴╴╴╴╴
蘇朱映紅

王為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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