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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二屆執委會 

第四次會議記錄 

 

 
日期 :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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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鈞傑校長（副主席）、李黃美寶女士（副主席）、麥德祥副

校長、黃筱茵老師、潘敏芝老師、龔倩玉老師、麥泰元老師、鄧淑敏老師、姚金

濠老師、李李賽紅女士、黃文傑先生、趙丘月華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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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天生先生 

缺席 : 周陳蘭芝女士、劉永樂先生、陳鴻達先生、羅郭少蓮女士 

 

(一) 通過第二十二屆第三次會議記錄 

 動議通過：李李賽紅女士； 

 和議：李黃美寶女士。 

 

(二) 校長報告事項 

 因有學生轉赴海外升學，故書院已開始招收中二至中四的插班生。 

 根據教統局要求書院將於 2017年 9月 1日前設立書處理院投訴機制，相關工作

小組已設立，並會徵詢家教會意見。 

 感謝麥泰元老師的協助，書院的大型維修工程將於暑假展開。工程將包括冷氣及

地板的更換等。 

 泳池工程已進入最後整理階段，預計即將完工，並會於 6月 24日舉行 2500人一

起配帶泳帽的活動，以打破健力士世界紀錄，預計書院有約 200人參加。 

 英華書院校友會協助舉辦的中五Mentorship Programme已於 4月 29日展開，並

由‘千禧年代’主持葉冠霖先生（1997年中七畢業生）主持講座，分享他的職涯規

劃。 

 鄭鈞傑校長及多位老師應邀於 4月參觀了日本文部科學省及多間日本學校，包括

早稻田大學及輕井澤的亞洲國際學校，了解到日本自幼稚園開始已注重小朋友的

德育培飬，書院亦樂意為同學提供到日本升學的資料。 

 日本太鼓音樂之旅順利於 4月 10至 16日舉行，除了參加日本的太鼓節外，更有

機會學習製造尺八樂器。 

 書院歷史部於 4月 8至 16日舉辦了全港學校首辦的南北韓學習團，不但了解了

北韓的歷史，更與當地學生交流。 

 校長匯報了多項同學得獎的消息： 

 蔡宏禧同學（6F）獲選代表香港參加於俄羅斯舉行的亞洲物理奥林匹克大

賽，並赢得優異獎。 

 問答學會以優異成绩進入了第十一屆香港外交知識競賽決賽（5月 13日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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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並會於 8月到北京訪問外交部。 

 英華書院榮獲香港工程師學會創意嘉年華 2017智能城市模型創作比賽的傑

出表現團隊獎。 

 香港地理奥林匹克大賽亞軍，林昫途同學(6D)更赢得個人冠軍獎項。林頌賢

同學（6F）更獲選代表香港參加於 8月 8日在塞爾維亞舉行的第 14屆國際

地理奥林匹克大賽。 

 黎濟森同學（3B）榮獲 2016-17第八屆語文菁英計劃的金獎、十大菁英金

獎中的探花（第三）、即席演講冠軍及即席辯論亞軍。 

 2016-17聯校新秀辯論賽亞軍。簡琛哲（2B）、關宇軒（3B）、黎濟森（3B）、

及余達志（3D）更獲最佳辯論員獎。 

 英華書院數學校隊榮獲 2017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杯)全場總

冠軍、中一級冠軍及中三級冠軍。 

 Wong Hiu Yeung同學（5F）獲香港學生科學比賽海報設計亞軍。 

 銅管樂小組以 95分的優異成绩，榮獲香港校際音樂節的銅管樂小組冠軍，

及獲頒香港節日管樂團盃。 

 何肇倫同學（1E）赢得2017年香港短池分齡游泳錦標賽50米背泳第一名 (以

28.09打破香港男子 11-12歲組分齡紀錄)、100米自由泳第二名、200米背

泳第一名、100米背泳第一名及 200米四式混合第四名。 

 何肇倫同學（1E）代表香港出戰《2017年泰國分齡游泳錦標賽》，勇奪三金:

於 100米背泳以 1:04.11奪金,又於 200米背泳以 2:22奪金,再於男女混合四

式 4x100奪金。 

 謝耀霆同學（5D）、黃廷滔同學（5F）、何肇倫同學（1E）及李文傑同學（5C）

於全港學校精英游泳錦標接力賽赢得季軍。 

 中銀香港沙灘排球賽 2016-17中學組亞軍。 

 中銀香港全港學界羽毛球團體錦標賽 2017公開組亞軍。 

 2017城市三人籃球賽 U17亞軍。 

 2016-17年度全港學界精英手球比賽亞軍。 

 

(三) 報告及檢討事項 

 

(1) 2017年 4月 20日世界閱讀日 

 龔倩玉老師感謝家教會家長支持活動，並協助構思活動及安排登記和派發雪

糕。雖然下雨，但對活動没有影响，200份雪糕劵全部派發，只有約 20杯沒

有換領。 

 陳國威先生補充因龔倩玉老師已安排好同學於不同時段取雪糕，及以不同顏

色的雪糕劵辨認，所以流程順暢。 

 活動有效促進閱讀氣氛，得到閱讀獎項的同學到活動當天才知道禮物為雪

糕，龔倩玉老師表示因不想讓同學為了得到雪糕而閱讀。姚金濠老師亦表示

各位欣賞作家介紹片段的同學都很投入。 

 

(2) 2017年 5月 6日下午學校社工協辦家長講座暨工作坊「拈花惹草讓心情鬆一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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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天生先生報告活動有 38人報名及當天有 32位家長出席。家長的回應很正

面，非常高興有這樣的聚會機會。工作坊效果良好，講者更在教導期間分享

自己與孩子溝通的經驗。 

 籌委感謝書院 AV組的同學當天即時回校協助 powerpoint 及 video的播放。 

 李李賽紅女士已邀請了 4位家長撰稿於會訊分享感受。 

 

(3) 家教會網頁管理工作小組 

 劉慶賢先生已聯絡了王老師了解優化網頁設計的可行性，暫時先將網頁内相

片的像數提高，稍後再會轉用其它相片廊以提升存取的體驗。 

 李李賽紅女士已通知參加「拈花惹草讓心情鬆一鬆」工作坊的家長相片已上

載家教會網頁，家長都很歡迎。 

 劉慶賢先生會繼續與劉永樂先生研究優化及提升家教會網頁，再於下次會議

匯報。 

 

(4) 2017年 4月 29日家長義工及圖書館義工茶聚 

 李李賽紅女士匯報茶聚共有 15位家長義工及 10位圖書館義工出席，並頒發

了感謝狀以多謝各位圖書館義工的付出。 

 因這次茶聚後沒有其他的家教會活動，家長可以有更充足的時間交流及討

論，大家都樂而忘返。 

 蘇虬主席建議未來每年可舉辦兩次茶聚。 

 

(5) 撥款資助書院項目工作小組 

 麥泰元老師會於下次會議提出撥款資助的安排建議。 

 

(6) 2017-2018年度「英華教育基金」籌款活動籌備工作 

 2017年籌款活動會由英華書院校友會統籌，初步計劃舉行接力長跑（100 至 

200人），籌款 2百萬元以慶祝二百周年校慶。 

 在考慮的長跑地點包括烏溪沙，或由上環（當年馬禮遜牧師來港上岸地點）

沿途跑經各英華舊校舍回到英華書院現址，並計劃在 11月 11日舉行。 

 原本預計於 11月 11日舉行的英華校友隊籃球賽因場地安排問題，會改在

11月 2日舉行。 

 

(四) 討論及跟進事項 

 

(1) 2017年 5月 20日下午 學校社工組親子活動 – 攻防箭活動 

 陳國威先生報告劉永樂先生已安排食物及獎品，但賽制仍未確定，會再與劉

永樂先生及陳鴻達先生商討，5月 16日前確定。 

 上次會議議決的每人 210元收費只够支付活動承辦商的費用，但因現在報名

人數只有 33人，不及最少的 35人，故需安排預算支付相關費用。蘇虬主席

建議撥款 1,000元支付活動各項所需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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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7年 6月 30日至 7月 4日交流團工作安排「新加坡科技及資源考察團」  

 李李賽紅女士報告已於 5月 13日上午舉行第二次工作坊，各組就 6個研習

主題作初步匯報，並由陳志文老師、蘇虬主席及趙丘月華女士任評判，選出

最佳組别及最佳陳述員等獎項。 

 是次匯報的效果有待改善，各組均較遲開始收集資料，各同學的演説技巧亦

較薄弱，參與同學最高班級爲中四。 

 黃筱茵老師補充 4月 29日的第一次工作坊效果很好，感謝黃明揚先生安排資

深建築師 Mr. William Lau於新加坡以視像與同學交流，同學踴躍發問，熱烈

討論，有效加深對新加坡的認識。 

 龔倩玉老師亦感謝項目管理專業學會香港分會第二年提供項目管理訓練及贊

助最佳項目和最佳項目經理獎項。 

 鄭校長經聯絡 Chatsworth International College後得知該校將於 7月初開始放

暑假，故會協助聯絡其它學校與我們於 7月 3日交流。若未能安排到其他學

校，Chatsworth仍會樂意開放學校為我們介紹。若有需要，亦可聯絡在星展

銀行工作的校友安排公司參觀。 

 

(3) 2017年 6月 PTA會訊工作安排 

 李李賽紅女士匯報已定出 PTA會訊製作時間表，及邀請各委員及家長投稿，

預計共有 16頁，印刷費用待確定。 

 

(4) 「家教會附屬會員」招募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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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17年 7月 13日中一新生註冊日(家教會簡介) 

 各委員將於中一新生註冊日在台上向新生家長介紹家教會，及鼓勵家長參加

家教會工作及活動。 

 蘇虬主席、李黃美寶副主席、李李賽紅女士、陳國威先生及林馮翠明女士將

會出席。 

 

(6) 2017年 8月 26日中一新生家長交流會 

 將於 8月 26日下午二時舉行，請各委員回校協助派發學生証，及於王老師

介紹電子支付程序後，到班房内與中一家長交流及討論，鼓勵參選執委或

擔當義工。 

 

(7) 2017年 10月 29日家教會第二十三屆周年大會暨執委選舉籌備工作 

 蘇虬主席出任第二十三屆周年大會籌委會主席，其他籌委會成員為李李賽

紅女士、周陳蘭芝女士、黃文傑先生及劉慶賢先生。 

 鄭校長將協助邀請黄城榮教授為講座嘉賓。 

 

(8) 2017-2018年度聯絡員及圖書館義工籌備工作 

 李李賽紅女士報告因早前有很多中一家長表示有興趣擔任圖書館義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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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原計劃於下學期更換部份圖書館義工，，但最後只轉換了數位。於明年

將會安排 2至 3位有經驗的圖書館義工帶領新的義工家長，讓更多其他家

長參與圖書館的義工工作。 

 蘇虬主席建議考慮增加星期二小組，讓更多家長參與。龔倩玉老師表示每

星期安排一天義工協助已足够。 

 

(9) 互選 2017-2018年度家長校董 

 家教會全體執委同意李李賽紅女士為 2017-2018年度家長校董。 

 

(10) 2017-2018年度「英華教育基金」籌款活動籌備工作 

 家教會執委投票結果：李黃美寶女士 8票；李李賽紅女士 2票，通過李黃

美寶女士為「英華教育基金」英華書院家教會代表，並由黃文傑先生、陳

國威先生、許鄧淑儀女士及林馮翠明女士組成小組協助。 

 蘇虬主席補充，「英華教育基金」每年舉行約 3至 4次會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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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虬主席會徵詢蘇朱映紅女士的意見，於下次會議匯報。 

 

(五) 其他事項 

(1) 教科書承辦商 

 麥副校長報告已邀請了 5間教科書供應商報價，但只有 2間回覆。他們的報

價内容及條件都相若，只是一間有多 1%的折扣，而另外一間則可在門市取書。 

 黃文傑先生認為 1%的折扣影响不大，但門市取書對家長來說是比較方便。李

李賽紅女士亦覺得門市取書的安排可給家長更大靈活度。 

 各執委一致同意齡記書局為合適的教科書承辦商。 

 

(2)家教會周年晚宴 

 各委員的自費周年晚宴，將於 7月 9日晚在城景國際舉行。 

 

(3) 家教會 Facebook 

 李黃美寶副主席建議開立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 Facebook，以即時報導家教會

活動及上載活動照片，可更有效吸引家長關注家教會的資訊。 

 各委員歡迎建議，並就管理問題作出討論： 

 需限制何人可上載内容及相片； 

 需由家教會委員管理，並由每屆執委交接相關管理權限（admin right）。 

 需訂明責任聲明及使用手則 

 陳國威先生建議可以邀請的形式讓家長加入，避免非家教會會員人士加入。

李黃美寶副主席擔心邀請的安排仍未能避免激烈言論的刊登。劉慶賢先生亦

提出不同的限制與管理要求會引致更高的運作成本。 

 趙丘月華女士建議可參考書院其它活動的做法，為不同活動建立相關



P.g.6 

Facebook頁面，讓所有内容、討論及照片都集中於該活動，避免恆常管理的

複雜安排。麥副校長亦認為這樣可讓家教會以不同名稱開立 Facebook頁面，

如英華 PTA22 ？？活動，有較大靈活性。 

 蘇虬主席同意建立家教會活動 Facebook 頁面，詳情於下次會議報告。 

 

(六) 下次會議日期：2017年 9月 9日下午 2時 15分 

 

  

會議結束時間：下午 5時 48分 

 

 

 

 

秘書：╴╴╴╴╴╴╴ 主席：╴╴╴╴╴╴╴ 

 趙丘月華女士 蘇虬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