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二屆執委會
第二次會議記録

日期
時間
地點
出席

:
:
:
:

二零一七年一月七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十五分
英華書院圖書館
蘇虬先生（主席）、李黃美寶女士（副主席）、鄭鈞傑校長（副主席）、麥德祥副
校長、黃筱茵老師、龔倩玉老師、麥泰元老師、李李賽紅女士、劉永樂先生、周
陳蘭芝女士、趙丘月華女士、潘敏芝老師、鄧淑敏老師、姚金濠老師、羅郭少蓮
女士、陳國威先生、劉慶賢先生、陳天生先生、黃明揚先生、許鄧淑儀女士
缺席 : 黃文傑先生、陳鴻達先生、林馮翠明女士
(一) 通過第二十二屆第一次續會會議記錄
 動議通過：李黃美寶女士；
 和議：劉永樂先生。
(二) 校長報告事項
 2017-18 年度中一招生共收到 1236 份表格申請 50 個學位，比去年多。面試會於
1 及 2 月舉行。
 大型維修工程於聖誕假期持續進行，大部份工程包括冷氣安裝及地毯更換等已完
成。部份小型工程如籃球場的油漆工程會在農曆新年假期進行。
 書院會於 2017-18 學年獲教育局的資訊科技撥款，在全校安裝 WiFi 增加以流動通
訊設備協助教學。書院會邀請資訊科技的校友協助計劃的研究及實施。
 2016 年 10 月的校董會提出書院可能有需要考慮於 2017-18 學年增加學費，書院
會聽取家教會意見。
 因外判泳池給泳會管理需對外開放泳池，會影響中、小學學生使用，所以不會考
慮。 因此學校需承擔聘請救生員的營運費用。
 英華小學六年級的升中評核將於 1 月 19 日舉行。
 英華教育基金舉辦的英華行成功於 11 月 26 日舉行，共有學生、家長、老師及校
友共 2000 多人出席。家長及校友都非常欣賞當天的安排，尤其是攤位遊戲。雖
然天氣很差，但氣氛良好，活動非常成功。
 書院與英小計劃於泳池竣工後舉行 Ying Wa Swimmathon，以 12 小時由學生、家
長及老師接力游泳以籌款及創造健力士世界紀錄。
 為中六生準備 DSE 而打氣的晚會已於 12 月 15 日舉行。其它活動包括 198 校慶（11
月 11 日）、長跑日（12 月 15 日）、週年畢業禮（12 月 9 日）及週年聖誕音樂會
（12 月 16 日）均順利舉行。
 12 月 3 日及 12 月 7 日均有著名音樂家及新加坡的學校訪問書院及進行音樂交流。
 福音週已於 11 月舉行，多位同學及老師上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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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話早會上邀得著名國際級相聲大師表演，同學獲益良多。
 校長匯報了多項同學得獎的消息，包括第六屆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大賽決賽及優異
金獎學生、校際游泳比賽、全港中學校際拯溺大賽、香港公開冬泳錦標賽、校際
沙灘排球錦標賽、校際七人欖球賽及校際籃球賽等。
 音樂方面，中樂團贏得香港青少音樂交流賽的銀獎，中級合唱團贏得第七屆
Winter Choral Festival 金獎，及 College Band 贏得第九屆 Winter Band Festival 的
金獎等。
 校長亦分享了中大校長沈祖堯教授與陳耀南教授及英華師生、校友聚會的消息。
 校友鄺智文博士（2004 畢業）會協助整理校史。
(三) 報告及檢討事項
(1) 2016 年 12 月 10 日「聖誕 BBQ 聯歡」
 李黃美寶女士匯報收入及支出情况，攤位遊戯的支出比預算少，並追認活動
的預算為$4000，最後的總支出為港幣三千七百多元。
 李黃美寶女士表示活動非常成功，準備時間充足，整體氣氛熱烈，大家積極
即場報名參與卡拉 OK 比賽，盡情投入。
 今年的食物非常充足，加上英華女學校的出席人數比預計少了 50 人，所以 有
食物剩下，並由家長帶走。
 趙丘月華女士補充因英華女學校當天亦有活動，所以很多家長及學生都不能
出席。由於英華女學校在收到我們的邀請信後還要再出通告給家長，所以明
年需預留較長時間給英華女學校報名。
 籌委特別鳴謝麥泰元老師整晚協助控制卡拉 OK 的音響，及各工友協助清潔。
 潘敏芝老師認為今年兩件卡拉 OK 比賽禮物的價值較高，建議明年可考慮分
成多份面值較小的禮物。
 李黃美寶女士亦感謝英華行調撥剩餘的禮物及水給 BBQ 使用，BBQ 籌委會支
付$1200 的相關費用。
 鄭校長對於新一屆家教會上任後即籌辦 BBQ 活動，期間更要安排英華行活
動，表示感謝。
(2) PTA 簡訊 (2016 年 12 月號)
 李李賽紅女士感謝各位投稿支持簡訊出版，1500 份的印刷費為$1990。
 因印刷問題，未能於 12 月派發，會改在 1 月内派給各同學。
(3) Eclass 信息顯示提示優化功能提案事項
 有委員於第一次續會會議時提出希望在 Eclass 的圖標(icon)上能出現有信息顯
示的提示功能（例如有多少個未讀訊息等）
，龔倩玉老師匯報已與系統供應商
了解，由於 Eclass 並非單一通訊軟件，而是一個包括多項功能的系統，如接
收學校宣佈、通告，學生考勤紀錄等，因此，按現時的設計，在 Eclass 的圖
標(icon) 上出現上述提示功能是不可行的。
 李李賽紅女士感謝龔倩玉老師安排測試戶口接收資訊。由於現時還有很多家
長未登記 Eclass 戶口， 所以會請各位聯絡員班長邀請家長下載手機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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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慶賢先生表示學生曾在回校時拍卡但 Eclass 程式沒有顯示，麥副校回應相
信是因拍卡系統出現故障，但學校會以班主任更新的出席記錄作準，劉永樂
先生建議在更新記錄後，亦在 Eclass 系統發出提示資訊，以免家長擔憂。
(四) 討論及跟進事項
(1) 聯絡員暨圖書館家長義工茶聚
 因今年的聯絡員數目已大幅減少，全體執委通改為每年舉行一次茶聚以慰勞
家長聯絡員及圖書館家長義工，並同意今年的茶聚於 4 月 29 日下午一時至三
時於飯堂舉行。
 李李賽紅女士、周陳蘭芝女士、李黃美寶女士、黃文傑先生及羅郭少蓮女士
負責籌備。
(2) 2017 年 2 月 11 日家長自由談
 將於 2 月 11 日下午三時至五時舉行，並分三組進行：
 中一
 中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六
 書院會安排老師就不同的主題先作 45 分鐘講解，然後再由委員與家長分享經
驗。
 趙丘月華女士表示去年中四選科的題目很受中二、三家長歡迎，可考慮繼續。
 麥德祥副校長會與各位老師研究各組的合適主題。
(3) 2017 年 2 月 19 日家長日書展
 李李賽紅女士、周陳蘭芝女士及林馮翠明女士已聯絡了三間書商：天地、
Global Mag 及 Learning Plus， 並會與龔倩玉老師商討對書商的要求及場地
（有蓋操場）的安排。
 龔倩玉老師建議加強對家長的宣傳，如製作宣傳單張派發予家長，籌委會會
跟進。
 龔倩玉老師會安排在圖書館派發天地圖書送贈的折扣卡。
(4) 2017 年 3 月敬師日
 活動將於 3 月 9 日早會舉行，由李黃美寶女士、黃文傑先生及鄧淑儀女士安
排禮物。
（會後補充：由於考慮到早會主題的配合及時間，敬師活動改為於 3 月 13 日舉
行。）
(5) 2017 年 4 月世界閱讀日
 劉永樂先生匯報中、英文閱讀比賽已經展開，並會繼續安排製作書簽。
 龔倩玉老師匯報閱讀頒獎禮計劃於 4 月 7 日午飯時間舉行(12：45-13：45)，
得獎者可到雪糕車換取雪糕，並考慮於雪糕車旁播放介紹作家的影片。雪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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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將停拍在泳池與小學有蓋操場之間的通道，及需安排投影機。
 除了雪糕券，家教會會繼續贊助其它得獎者的書券。
 李黃美寶女士、李李賽紅女士及陳國威先生會協助安排活動詳情。
(6) 2017 年 5 月社工親子活動 - 家長講座
 家長講座於 5 月 6 日下午於書院禮堂舉行，以壓力及情緒為題材。
 蘇虯先生主席補充，葉冠霖先生會於中五的 Career Day 內與同學分享。
 由陳鴻達先生聯絡社工梁淑燕女士安排家長講座詳情，並由陳天生先生協助。
(7) 2017 年 5 月社工親子活動 - 親子同樂日
 活動日期定為 5 月 20 日下午，於書院禮堂舉行射箭攻防戰。
 劉永樂先生聯絡社工馮文安先生跟進，並由陳鴻達先生及陳國威先生協助。
(8) 2017 年交流團
 7 月 3 至 10 日為考試後活動週，交流團可於該段時間舉行。
 鄭校長建議考慮東京，並可聯絡和民創辦人安排參觀當地學校。
 趙丘月華女士分享了 2014 年遊學團問卷調查的結果，除了已成行的馬來西亞
及柬埔寨外，越南亦是很多家長的選擇。
 其它地點的建議為新加坡及台南，籌委會比較各地點後於下次會議提出建議。
(9) 2017 年 6 月 PTA 會訊
 李李賽紅女士請各活動負責人於活動完結後盡快提供報告及照片。
(10)三個本屆成立的臨時工作小組之跟進
(i) 撥款資助書院項目工作小組
(ii) 泳館使用及管理工作小組
(iii) 家教會網頁管理工作小組
 於下次會議匯報進度。
(五) 其他事項
(1) 學費調整
 鄭鈞傑校長表示書院以往每兩年調整一次學費，幅度約百份之 6 至 10，學費
是全港直資中學中最低。但因預計未來營運費用及通漲都會每年上升，例如
2017 年起會增加 Elearning 的設備及泳池的保養費用，故書院正考慮由
2017-18 年度起於有需要時會就學費作每年的檢討。
 劉慶賢先生表示因書院已於 2016 年增加學費，如 2017 年起每年調整學費，
可能會有部份家長有意見。李李賽紅女士認為若每年的加幅與以往相約（即
兩年一次加幅的一半），是可以接受。李黃美寶女士亦認為若 2017 年的加幅
為百份之 3 至 5，是與以往加學費的幅度相約，也是可以接受。
 家教會全體執委表示明白書院需根據營運及市場情況可能作每年的學費調
整，鄭校長會按需要向教育局提出加學費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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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下次會議日期：2017 年 3 月 18 日下午 2 時 15 分

會議結束時間：下午 5 時 50 分

秘書：╴╴╴╴╴╴╴
趙丘月華女士

主席：╴╴╴╴╴╴╴
蘇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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