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二屆執委會
第三次會議記錄

日期
時間
地點
出席

:
:
:
: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八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十五分
英華書院天台會議室
蘇虬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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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傑先生、
陳鴻達先生、趙丘月華女士、潘敏芝老師、羅郭少蓮女士、陳國威先生、劉慶賢

先生、黃明揚先生、許鄧淑儀女士、林馮翠明女士
缺席 : 李黃美寶女士（副主席）、陳天生先生、鄧淑敏老師、姚金濠老師
(一) 通過第二十二屆第二次會議記錄
 動議通過：劉永樂先生；
 和議：陳鴻達先生。
(二) 校長報告事項
 2016-17 年度有 8.42%的減免學費個案，數目比去年（9.16%）下降。
 2017-18 年度招生包括中一及其它級別的面試，已於 1 及 2 月完成，結果將於三
月內公佈。
 校董會在 2017 年 3 月 15 日的會議上，通過書院增加 2017-18 學年學費 5.85%至
$19,900 元及特殊用途收費 5.6%至$2,640 元(中一至中五)和$2,112 元(中六) 的建
議，及會進一步諮詢家教會的意見。
 英華教育基金通過對書院 2016-17 年度以下資助：

聘請一名領導才能/服務計劃助理；

聘請一名特殊學習需要（SEN）行政助理；

資助低收入家庭學生參加跨境學習活動；

資助 10 名書院學生參加劍橋交流計劃。
 中三的選科及職涯規劃家長講座已於 3 月 10 日舉行，中三同學的各項選科及就
業輔導活動會於復活節假期後展開，其它中三至中五的就業講座亦會於下學期陸
續舉行。中五同學的 Mentorship Programme 講座會於 4 月 29 日舉行，並邀得‘千
禧年代’主持葉冠霖先生（1997 年中七畢業生）為主講嘉賓。
 英華小學六年級的升中評核已於 1 月 19 日舉行。
 資優教育委員會的家長資優講座將於 3 月 31 日舉行，題目為‘從抗逆到卓越：探
索資優兒的生命歷程’，由冼可琳小姐主講。
 感謝麥泰元老師及各位工作人員的努力，各大型維修工程已完成，但部份工程如
籃球場地面、跑道及沙池等因效果不理想需重鋪，足球場的油漆工程亦預計於一
個月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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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ng Wa Swimmathon 籌款活動會於暑假泳池竣工後舉行，並於 6 月 24 日舉行打
破配帶泳帽健力士世界紀錄的活動，邀請 2500 名學生、家長、老師及舊生等一
起帶泳帽 15 分鐘，及邀請英華女學校代表見証。

二百週年慶典的主題已定為‘承傳使命’皕載自強’，一連串活動即將展開，包括感
恩崇拜（2018 年 11 月）、二百週年晚宴（2018 年 12 月）、舊生對職業球隊的籃
球賽（2017 年 11 月）及校史展覽（2018 年 11 月）等。另外亦在向香港郵政處
申請發行紀念郵票。鄭校長已於農曆新年期間到英國倫敦大學及牛津大學商借有
關英華書院的文獻作校史展覽。
 中六生在最後一天上課日的惜別會上為各位老師送上紀念品以作感謝。
 校長匯報了多項同學得獎的消息，包括全港青年演講比賽、第十一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第 68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深圳市第九屆‘鵬城杯’新人新
作曲藝表演大賽、全港中學‘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第十三屆）
、第一屆和平鐘聲
和平正文比賽、全港青年中國古典詩詞朗誦比賽、The 68th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The 15th CILTHK Essay Competition,‘Speak Out-Act Up’Improvised
Drama Competition、‘The Speaker’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The Eleventh
Speaking Contest for Hong Kong Students、華夏杯數學比賽、順德聯誼會胡兆熾中
學第 8 屆 Super24 邀請賽、第 14 屆資優解難大賽、第 14 屆國際資優解難大賽、
The 34th Hong Kong Mathematics Olympiad (HKMO)、The Hong Kong Geography
Olympiad 2017、紅十字會西九龍總部急救比賽、2015-16 年度紅十字青少年頒獎
禮、Inter-school Beach Volleyball Competition 及 The 69th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等。
 書院的 Woodwind Ensemble 贏得了第 68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的第一名及 Hong
Kong Wind Kamerata Trophy、Brass Ensemble 贏得了第一名及 Hong Kong Festival
Wind Orchestra Trophy、中級合唱團贏得了第一名及 Prudential Enterprise Ltd.
Trophy 及書院的 Europe Tour Band and Choir 贏得了 Concert Band （Senior
Section）的第二名。
 書院籃球隊贏得了 2016-17 年度 NIKE 全港學界精英籃球比賽冠軍，並得到學生、
家長及校友踴躍到場支持。

有關今年的中四領袖訓練營，因考慮到當時各持份者有不同的顧慮，於 3 月 12
日的處理危機小組會議上決定取消及重新招標。鄭校長補充，對於相關同學關注
的問題，他一直有約見同學調查及跟進，但因需收集很多資料而未完成，引致該
同學認為學校未有處理。選擇保良局協辦有關活動是根據既有的招標制度執行，
取價低者得原則，並有校監及家長監察。至於內聯網暫停一事，是因為需移除一
封因家長使用了學生內聯網戶口而發出給全校的電郵，內容是有關一宗紀律事
件，與訓練營事件無關。
(三) 校董報告事項

校長在第二次家教會會議諮詢後，於三月十五日的校董會上提出調整學費建議，
並獲得通過。
 游泳池的施工進度稍微落後，有關委員會會繼續與承建商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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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一項泳池籌款的建議為創造最多人一起戴泳帽 15 分鐘的世界記錄，現時記
錄為 2049 人。而 Ying Wa Swimmathon 會繼續舉行。


200 週年慶典將由校友籃球隊與甲組籃球隊的比賽展開。

(四) 報告及檢討事項
(1) 2017 年 2 月 11 日家長自由談
 蘇虬主席匯報三組出席情况：
1. 中一：56 人報名，21 人出席；由張錦豪老師講解宗教教育。
2. 中二、三：71 人報名，100 人出席；由黃正夫老師講解選科。
3. 中四、五及六：55 人報名，40 人出席；由陳卓能老師講解 OLE 理念
 李李賽紅女士補充所有問題都已即場解答，但因有中二家長建議為中二同學
介紹不同的職業，需要再討論。
 黃明揚先生分享中一家長積極參與學生使用電子産品的討論，並分享他們處
理的經驗。
(2) 2017 年 2 月 19 日家長日書展
 李李賽紅女士感謝龔倩玉老師協助揀選各書商的合適圖書。龔老師表示曾要
求書商增加高中英文書，但 Reading Plus 沒有帶來。周陳蘭芝女士補充，關
於增加新出版的高中英文書籍方面，Reading Plus 鑒於成本原因，曾答應各新
書只帶一至两本作展出用，可是最終書展內並沒有這類新版的英文書展出。。
由於書商的書種類不多，及與去年大同小異，所以提議引入新書商。各委員
同意明年可考慮其它書商，例如三聯及大眾。
 李李賽紅女士分享書展的銷售成績與去年相若。Reading Plus 提供的折扣較
高。
 林馮翠明女士建議明年可重檢三個攤位中文書、英文書及雜誌的分配。
 周陳蘭芝女士建議明年加設家長教師會的攤位，由委員輪流當席，介紹 PTA
及收集家長意見，其它委員更建議售賣食物籌款。
(3) 2017 年 3 月 13 日敬師日
 黃文傑先生感謝許鄧淑儀女士建議及訂製印有老師名字的天然手工香皂，及
各家長委員協助包裝。
 鄭校長代表所有老師及職員感謝家長教師會，各老師均反映手工香皂外型精
美，香滑滋潤。
(4) 本年度下學期圖書館義工安排
 周陳蘭芝女士匯報已安排了下學期的圖書館義工家長，A 組維持原來成員，B
組則換了三位新成員。
 下學期的圖書館義工已於 2 月 23 日起開始當值，龔倩玉老師感謝各位家長義
工的協助，運作非常暢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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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個本屆成立的臨時工作小組之跟進
- 撥款資助書院項目工作小組








因家教會現有約十六萬元的存款，蘇虬主席經與體育老師研究，建議撥款
十二萬元，分兩年資助游泳項目。
陳鴻達先生補充家教會每年開支約五萬元，收入約七萬元。若撥款資助六
萬元後，假如當年家教會没有收入，仍可以餘額十萬元維持一年營運，故
撥款對家教會財政不會做成重大影響。
麥泰元老師分享書院泳隊自成立以來均没有資助，隊員需自負教練費用。
若得到家教會撥款每年資助六萬元，約等於一半的教練費，不但可減輕隊
員負擔，更可鼓勵隊員加強回校訓練，提升團隊精神。隊員必需出席訓練
才可以實報實銷形式得到資助。
黃文傑先生建議先通過資助一年，看成效再決定是否資助第二年。
經表決，6 票支持資助兩年，1 票支持資助 1 年再檢討，通過未來兩年，每
年資助泳隊六萬元。由撥款資助工作小組繼續研究及建議詳細申請及津貼
辦法。

- 泳館使用及管理工作小組

蘇虬主席報告小組暫時未有召開會議，將於下次會議再匯報。
- 家教會網頁管理工作小組

李李賽紅女士報告小組已於 2 月 19 日舉行第一次會議，並檢討了現時網頁









可改進的地方。
劉慶賢先生建議了一些改善的地方:部份資料已過時(如新高中學制)、資料
以時間編排較難搜尋、分類不清以致資料重複及相片解像度低等。改善建
議包括將部份資料集中歸類到關於我們及資料分享，並再以年份次序排
列；活動剪影及遊學團資料亦以年份排列，及加大相片解像度低等。需關
注的問題包括伺服器容量、檔案上載方式及管理權限等。
李李賽紅女士補充已向相關老師及當年開發現時 PTA 網頁的校友查詢，但
仍需我們自行試驗。
麥副校長分享當年 PTA 網頁是以外掛系統的方式開發以免影響書院網站。
林馮翠明女士建議購置新的網頁開發軟件，使資料更新及管理更容易。
劉永樂先生提出現時 PTA 網頁是以市面上常用的基本軟件開發，並有使用
手冊可參考。他會與劉慶賢先生研究是否可使用現有軟件做到建議的優
化，若需新購置軟件執行，會在未來的會議中建議。
小組會再討論及於下次會議匯報。

(五) 討論及跟進事項
(1) 報告及追認 2016 年 12 月 10 日聖誕燒烤聯歡活動支出
 潘敏芝老師匯報聖誕燒烤聯歡活動收入為$45,060 元，支出為$48,760.50 元，
淨支出為$3,700.50 元，會以上次會議追認的預算$4,000 元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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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7 年 4 月世界閱讀日
 劉永樂先生報告書簽設計比賽的得獎作品的稿件將於 3 月 20 日那周内完成，
然後安排印刷。
 今年家教會除了贊助書簽設計比賽和中、英文閱讀報告比賽的獎項外，更會
贊助閱讀日另一新活動 World Book Eyes-creamlious Day，獲獎同學可於當日憑
券換取雪糕，預算亦增加了$100 元到$2,200 元。因之前建議的日子未能安
排，有關活動將會改在 4 月 20 日進行。
 世界閱讀日的贊助總預算與去年相若，為$7,550 元。
(3) 2017 年 5 月 6 日下午 學校社工組

家長講座暨工作坊 – 減壓工作坊

 陳鴻達先生匯報社工馮文安先生會安排繪畫或園藝的減壓活動工作坊。
 黃筱茵老師建議可應用有關逆境專題的$2,500 元撥款（需於 2017 年 8 月前
出賬）於此講座。
(4) 2017 年 5 月 20 日下午 學校社工組 親子活動 – 攻防箭活動
 劉永樂先生報告社工梁淑燕姑娘已聯絡射箭活動供應商，確定活動於 5 月 20
日於學校禮堂舉行，收費每位$210，包括講解及教授，預計 45 人參加，並
必須家長與學生一起報名
 所有支出由活動收費支付，没有預算安排。
(5) 2017 年 6 月交流團工作安排 – 「新加坡科技及資源考察團」
 李李賽紅女士報告已向 5 間旅行社發出標書邀請，但只有 4 間回覆報價，並
已於 3 月 18 日安排面見旅行社代表講解。
 經考慮到各旅行社對行程設計、酒店住宿、飮食、旅遊巴士安排及報價的不
同，全體執委通過選擇遨遊國際為新加坡交流團承辦商。
 由於各間旅行社均表示有困難聯絡中學交流，鄭校長建議可考慮與早前探訪
書院的 Chatsworth International College 交流，並會協助聯絡。
 黃筱茵老師將協助安排通告，每位收費為$6,188 元。
(6) 2017 年 6 月 PTA 會訊工作安排
 PTA 會訊將於 6 月出版，李李賽紅女士已建議了會訊内容，並於稍後送出製
作時間表。
(7) 商討會否在下學期舉辦 - 初中生家長講座
對象：初中學生家長及學生
內容：各行業職場概覽
目的：幫助初中生家長及學生在選科前，理解高中時選科與未來就業的關係。

李李賽紅女士分享了於自由談時有家長提出為初中同學安排各行職業介紹
的建議。會議上各委員討論活動的目標，若以同學為目標，黃筱茵老師補
充書院將於 4 月為中一、二同學安排職業介紹；若以家長為目標，蘇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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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建議可為家長舉行講座，講解家長可如何協助學生選擇科目及職業，但
未能符合家長希望同學自己多了解的原意；若家長及學生一起參加，學校


一直的訊息都是建議家長鼓勵同學自己選擇。
經討論，決定由聯絡組與家長分享於 4 月為中一、二學生安排職涯介紹的
海報，以及就業輔導組全年活動的網站連結。

(8) 「家教會附屬會員」招募及推廣
 黃筱茵老師報告 2017 年内增加了 1 位附屬會員，李李賽紅女士會準備附屬會
員表格，於 6 月 30 日向中六家長派發。
(9) 商討於二十一屆執委會內曾有委員所提出的“英華書院家長校董產生辦法”內的
條文及任期修訂。
 麥副校長建議蘇虬主席徵詢聯絡蘇朱映紅女士的意見，於下次會議再討論。
(六) 其他事項
(1) 學費調整
 鄭鈞傑校長報告書院已向校董會提出增加 2017-18 年度學費 5.85%的建議，
即由每年$18,800 元增至$19,900 元。現時學費幅度，只能足夠支付營運開支，
調整學費後亦只有約 0.187 個月營運費用的盈餘，並未能達到 2 個月營運費
用盈餘的理想水準，所以加幅只是輕微。
 因冷氣維修的費用沒有教統局資助，泳池的管理費用亦需書院支付，故
2017-18 的營運費用需包括這方面的開支。
 家教會全體執委同意書院建議的學費調整幅度。
(七) 下次會議日期：2017 年 5 月 13 日下午 2 時 15 分

會議結束時間：下午 5 時 45 分

秘書：╴╴╴╴╴╴╴
趙丘月華女士

主席：╴╴╴╴╴╴╴
蘇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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