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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一屆執委會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一屆執委會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一屆執委會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一屆執委會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次會議記録次會議記録次會議記録次會議記録 

 
 
日期 :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六） 
時間 : 下午二時十五分 
地點 : 英華書院天台會議室 
出席 : 蘇虬先生（主席）、趙丘月華女士（副主席）、鄭鈞傑校長（副主席）、麥德祥副

校長、黃筱茵老師、翟志文先生、陳志文老師、郭嘉藝老師、龔倩玉老師、麥泰

元老師、潘敏芝老師、陳鴻達先生、陳國威先生、周陳蘭芝女士、黎添祥先生、

劉永樂先生、羅郭少蓮女士、李李賽紅女士、李黃美寶女士、黃文傑先生、王為

杰先生 
缺席 : 簡尹婉珊女士及龍秀玲女士 
 
 
 
1. 通過第二十一屆第三次會議記錄 動議：劉永樂 

和議：趙丘月華 
  
2. 校長報告事項 

� 就學費及特殊收費調整，鄭鈞傑校長應教育局建議，提供補充資料予各家長委員

參考。學費調整主要基於以下 5項因素： 
- 增聘 1位校園牧養主任以提供牧養服務。 
- 增聘 1位體育老師，專責教導游泳。 
- 將 1位兼職音樂老師轉為全職以加強音樂活動。 
- 添置資訊科技硬件以推廣電子教學。 

� 師友計劃已於 2016年 4月 23日舉行，當日共有一百一十多位不同界別的校友以
導師角色與中五同學分享，以便他們能就自己的職涯作出合適的規劃。 

� 中四領袖訓練營已於 2016年 5月 13至 15日假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順利舉行，
期望同學透過訓練營，能變得更成熟，為日後投身及服務社會作好準備。 

� 河南教育局代表於 2016年 4月 16日探訪書院，學校安排同學接待有關代表。 
� 中二至中四入學申請已於 5月 20日截止接受報名。 
� 和富社企提供的家長講座將於 2016年 6月 17日舉行，主題暫定為：品格教育，
從家庭開始。和富社企會贊助一半講員費用($2,500)，家教會可於稍後就是否贊
助其餘的$2,500講員費用再作討論。 

� 學生在過去數月參與了各項校外比賽，表現優異。當中有中三同學陳尚然代表大

中華區參加一項國際性的舞蹈比賽(Youth America Grand Prix 2016 Final)，在芭蕾
舞組別獲得第三名；中五同學蔡宏禧代表香港隊參加 2016年 5月舉行的亞洲物
理奧林匹克比賽並獲得榮譽獎；中六同學謝瀚霆獲選代表香港參加於 5月 2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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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在印尼舉行的亞洲中學生游泳錦標賽。而其他中英文、科學和數學比賽，
同學都獲佳績。 

� 2016校友音樂會將於 5月 21日晚上 7時 30分舉行，歡迎各家長及同學出席。 
� 書院校友在不同範疇都有出色表現及成就，如 Thomas Lai校友剛於瑞士完成音樂
大學課程，現已成為一管弦樂團的低音大提琴首席。Jordan Wong校友現為劍橋
大學 Jesus College的 Organ Scholar。王建明校友於第四屆泛太平洋創新大獎中獲
得第三名，並同時獲得最佳銀齡建築設計獎。黎志滔校友及張俊顯校友為香港中

文大學醫學系應屆畢業生，他們並分別獲得 Grand Medal和 Silver Medal。而曾卓
豪校友則於數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學完成醫學系課程後，獲頒獎學金到英國劍橋大

學修讀醫學博士，並剛修畢有關課程。 
 
3. 校董報告事項 
王為杰滙報自上次家教會會議至今，暫未舉行過校董會會議，而下次校董會會議將於

2016年 6月 28日舉行。 
 
4. 報告及檢討事項 

4.1 2016年 4月 23日世界閲讀日 
� 劉永樂滙報家教會分別贊助了中英文讀書報告比賽、少年閱讀計劃及書籤設計

比賽這些活動，獎品為書券，以鼓勵同學多閱讀。除了少年閱讀計劃須於稍後

才有結果外，其餘各項比賽已有結果。 
 
4.2 學校社工組活動 - 家長講座(2016年 4月 23日)及親子平行小組 

� 陳鴻達滙報講座當日共有百多位家長連同少部分學生出席講座。除了 4位家長
委員協助點名外，更有 4位家長義工協助有關工作。講員盧松標先生為資深社
工，他透過自身的分享，讓家長都明白溝通的重要性，各參加者亦透過分組討

論，互相分享與子女相處的心得，整體而言，是次講座反應不錯。 
 
4.3 2016年 5月 7日學校社工活動 - Bubble Football 

� 陳鴻達滙報共有 6 隊報名參加是次 Bubble Football 比賽，賽事以全循環制共
15 場進行，每隊可作賽 5 次。比賽當日，各參賽者表現興奮。當日共頒發 6
個獎項，分別是冠、亞、季、最佳神射手、最有價值球員及最佳隊伍名稱等。 

� 黃筱茵老師補充，由於當日有另外兩項活動同時進行，這是影響是次報名人數
的原因。 

 
4.4 2016「英華教育基金」籌款活動 

� 蘇虬滙報「英華教育基金」籌款活動的籌備委員會基本上是由校友會、書院及
英華小學組成，並輪流帶領舉辦籌款活動。英華小學於上次英華教育基金會議

上表示，由於來年他們會比較多活動，故希望書院能帶領舉辦今年的籌款活

動。因此，書院需成立籌備委員會以籌辦有關活動。 
 
4.5 家教會第二期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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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李賽紅滙報第二期會訊的製作時間表及建議的內容已發出予各委員，今期會
訊內會有多篇同學的分享，當中包括中文科講座及親子同樂日– Bubble 
Football。已聯絡印刷商和確定製作時間能配合派發日期，請各委員按擬定的
時間提交稿件，主要的活動照片會由李李賽紅負責預備，預算會訊於 7 月 8
日派發。 

 
4.6 2016-2017中一新生家長會員入會報名表更新 

� 黃筱茵老師滙報經與校務處職員了解後，知道可從中一新生資料中取出所需資
料作為家教會家長會員資料，這樣所有新生家長便無需填寫會員入會報名表。 

 
4.7 「家教會附屬會員」 

� 就上次會議建議學校開設一特定電子郵箱作為與附屬會員聯絡之用，經再次討
論後，麥德祥副校長會與資訊科技老師聯絡，待電子郵箱開設後，由劉永樂跟

進試用，若無任何問題，聯絡組會以此電子郵箱與附屬會員聯絡。建議郵箱名

稱為 pta@yingwa.edu.hk。 
 
5. 報告及檢討事項 

5.1 2016年交流團 
� 周陳蘭芝滙報按旅行社資料，酒店和大部分行程已確定，惟有部分行程仍然在
安排中。另外，感謝黃筱茵老師協助安排申請參觀部分單位的申請信。 

� 兩個工作坊已於 4月 30日及 5月 21日順利舉行。 
� 趙丘月華滙報於第一次工作坊向同學介紹項目管理，希望他們能運用項目管理
的知識安排是次遊學團的各項報告。項目管理協會（香港分會）主席亦有出席

工作坊，她很欣賞同學們的認真學習及家教會舉辦遊學團的理念，故希望贊助

兩獎項以示鼓勵，分別為「最佳專題研習獎」及「最佳專題研習組長獎」。贊

助金額為$5,000，經討論後，建議設立兩個「最佳專題研習項目經理獎」，每
位得獎者獲$100書券；而「最佳專題研習項目獎」為每位組員獲$100書券。
餘額會用於往後的遊學團作相同用途。趙丘月華會與項目管理協會（香港分會）

跟進有關事項。 
� 感謝一位熱心家長透過黃文傑贊助是次遊學團團服（45套 x $150共$6,750），
另外家教會會資助訂製多 5套團服。 

� 鄭校長請各位留意任何捐款予家教會不享有稅務寬減。 
 
5.2 2016年 7月 7日中一新生註冊日(家教會簡介) 

� 蘇虬滙報中一新生註冊日將於 7月 7日舉行，屆時會有一環節讓委員們向中一
新生家長介紹家教會及呼籲各位家長積極參與家教會活動，請各委員預留時間

出席。 
 
5.3 2016年 8月 20日中一新生家長交流會 

� 蘇虬滙報原先建議中一新生家長交流會於 8月 20日舉行，惟要配合學校派發
學生證及向中一新生家長講解學校的數碼服務，經詳細討論後，決定有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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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改為於 8月 27日進行。 
� 至於交流會形式或內容，委員建議可考慮邀請中二家長與中一新生家長分享，
聯絡組負責跟進。 

 
5.4 2016年 10月 30日家教會第二十二屆周年大會暨執委選舉籌備工作 

� 蘇虬滙報家教會第二十二屆周年大會暨執委選舉已訂於 10月 30日舉行，王為
杰將出任周年大會暨執委選舉籌備委員會召集人，籌備委員會成員包括：趙丘

月華、翟志文、周陳蘭芝、劉永樂、羅郭少蓮及李李賽紅。 
� 鄭校長建議邀請黃成榮教授擔任周年大會講座嘉賓，講座題目為新媒體。 

 
5.5 2016-2017年度聯絡員及圖書館義工籌備工作 

� 李黃美寶滙報現行聯絡組的架構，分別每級有 1位級長；每班有 1位班長及多
位組長，現行架構基於最初成立聯絡組時通訊科技的限制，需要大量組員協助

致電予各家長以傳達家教會訊息。惟現時通訊科技發達，運用手機流動認用程

式，如Whatsapp等已能有效地發放訊息。因此建議檢討聯絡組的架構，經討
論後，決定每班只設有 1位班長，聯絡組委員亦會加入每班的群組內以便作出
支援。 

� 另外會通知各家長如有任何查詢或意見，可直接與班長聯絡而無需在班群組內
提出，班長再將有關查詢或意見轉介予聯絡組委員跟進，可免影響班群組內其

他家長。 
� 麥副校長提議可考慮先訂定一些使用班群組守則，例如：不得在群組內進行推
銷活動，不可作出任何人生攻擊等，在建立班群組時發放有關守則，好讓各家

長明白此班群組純粹用作家教會與各家長溝通之用。 
� 如多過一位家長表示願意擔任聯絡員，聯絡組委員會作出適當編排並邀請多出
的家長協助家教會舉辦大型活動，亦會邀請他們出席聯絡員茶聚。 

� 鄭校長表示可能有個別家長未必同意加入在班群組，經討論後，決定在中一新
生家長交流會時派發給家長填寫聯絡電話號碼及可參與的義工服務表內加上

一些註明，如家長不同意加入班群組，便無需提供其聯絡電話。但亦要讓家長

明白，在此情況下，他們有機會未能接收經由家教會傳達的訊息。至於中二至

中六級的安排，家教會於開學後約第二周發電子通告予各家長，表示聯絡組會

以各家長提供的電話號碼以建立Whatsapp班群組作為日後聯絡各家長之用，
如家長不同意加入班群組，可無需提供其聯絡電話。李黃美寶負責跟進有關事

項，羅郭少蓮會協助跟進。 
 

5.6 2016-2017年度「英華教育基金」籌款活動籌備工作 
� 鄭校長建議活動日期宜訂在 11月舉行，這可配合書院及英華小學的測驗及考
試期和書院的其他活動，讓更多同學及家長都能參與。 

� 籌備委員會成員包括：鄭鈞傑校長、麥泰元老師、黃筱茵老師、蘇虬、陳鴻達、
陳國威、羅郭少蓮、李李賽紅及李黃美寶。 

� 至於活動內容方面，如各籌備委員會成員有任何意見或建議，可透過群組反映。 
[會後備忘：周陳蘭芝亦加入成為籌備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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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互選 2016-2017年度家長校董 

� 就上次會議王為杰建議學校可考慮加長書院家長校董的任期至 3年，讓家長校
董在校董會更能發揮其功能，就此，李黃美寶提議修訂「英華書院家長校董產

生辦法」內的有關條文，並順帶修訂有關家長校董的任期的相關條文以便更清

晰釐定家長校董的任期。建議修訂如下： 
- 第 4點：家長校董連選得以連任，但不得超過兩三屆。 
- 第 3 點：第一屆以後的家長校董任期約 1 年，由當選後下個學年首次的英
華書院校董會會議首次周年會員大會起至下個學年首次英華書院校董會會

議下屆周年會員大會為止。如家長校董的子弟在其任期內從英華書院畢

業，則其任期可持續至原任期屆滿為止。如家長校董的子弟在其任期內從

英華書院退學，則家長校董須立即向英華書院校董會辭去家長校董職位。 
黃文傑和議，全體與會委員一致贊成上述建議修訂。 

� 李黃美寶提名李李賽紅為 2016-2017年度家長校董，黃文傑和議，全體與會委
員一致贊成。 

 
6. 其他事項 
家長教育講座 
� 本學年另一家長教育講座將於 2016年 6月 17日（星期五）晚上舉行，講員為親
子培訓專家及資深傳媒人張笑容小姐。蘇虬建議在今年教育局提供的一筆過

$5,000撥款中撥出$2,500以資助講員費用。全體與會委員一致贊成上述建議。 
� 聯絡組會於學校發出通告後再向各家長宣傳有關講座。 
 
其他委員會會議 
� 有關 5月 23日的標書審批會議，如趙丘月華未能出席，則由翟志文出席；而劉
永樂及黃文傑將會出席 6月 25日的飯堂管理委員會會議。 

 
200周年校慶慶祝活動 
� 鄭校長滙報 200周年校慶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已就多項活動作出討論，現希望各
委員能就慶祝晚宴場地提出意見。有委員認為灣仔會議展覽中心地理位置與機場

博覽館相比會較為方便，如能在會議展覽中心舉辦晚宴會更理想。此外，有委員

建議籌備委員會在訂定晚宴費用時，可考慮按畢業生的畢業年份來訂定，以免較

的年輕校友因費用問題而影響其參加意欲。鄭校長表示會將各家長意見向籌備委

員會各成員反映。 
 
泳池設施冠名及芳名留念捐獻計劃 
� 有家長向委員查詢實際的冠名方式，例如捐款已達某項冠名要求，並由多位家庭

成員共同捐獻，是否能把所有家庭成員的名字同時冠名?鄭校長表示會跟進。 
 
家教會周年晚宴 
� 家教會周年晚宴訂於 2016年 7月 15日於油麻地 YMCA城景國際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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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華教育基金」會員 
� 鄭校長滙報「英華教育基金」擬招募兩類會員(Ordinary及 Associate)，並打算於
新學年發通告予各家長，詳情請參閱有關通告。 

 
7. 下次會議日期：2016年 9月 10日下午 2時 15分 
 
會議結束時間：下午 5時 45分 
 

 
 
 
秘書：╴╴╴╴╴╴╴ 主席：╴╴╴╴╴╴╴ 
 李李賽紅女士 蘇虬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