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三屆執委
第五次會議紀錄
日期:
時間:
地點:
出席: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五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十五分
英華書院天台會議室
李李賽紅女士（主席）、劉慶賢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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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卓能老師、黃蕙妍老師、
姚金濠老師、梅威倫先生、余秉洪先生、劉永樂先生（於二時四十分因事早退）
、
林馮翠明女士、陳國威先生、陳曉輝先生、趙丘月華女士、尹露成先生、黃禮
邦先生

缺席:

陳鴻達先生、許張翠儀女士、謝陳思穎女士

(一) 通過第二十三屆執委會第四次會議紀錄
 動議通過：劉慶賢先生
 和議：梅威倫先生
(二) 校長報告事項
 經學校管理委員會批准，成耀明老師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一日起獲委任成為第三
位副校長，專責於學校行政及管理工作。
 學校的翻新工程大部份已經完成，包括禮堂閣樓和部分地板、C座課室更換冷氣
機，以及一樓及二樓走廊翻新等。另外，飯堂大門對面空地增設的小型表演臺
階，可以安排各類學生表演活動。學生會會長、領袖生長、社長及最佳學社會
員的名牌亦已更新，並遷回紐寶璐禮堂內。
 學校已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制定了 2018—2023 年之五年學校發展藍圖，主要向三
方面發展：有意識的學習（purposeful learning）
，積極的學校（positive school），
以及服務社區（serving community）。透過此三個發展方向，英華書院重視的並
不是學校能獲多少獎項或精英學生，而是能為多少有需要的人作出貢獻。學校
重視的不是在比賽中爭取獎項，而是分享上帝永恆的愛。這不僅是一個五年的
發展重點，而是英華社區的長期承諾，由學校、老師、家長和校友等一齊營造
構建。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之教育主日將於九月十六日假英華堂舉行，歡迎各家長
及同學參加。另外，學校之教育主日已於九月十一日早會時段進行。
 中一家長晚會將於九月廿八日晚上七時假紐寶璐禮堂舉行。
 英華小學家長晚會將於十月五日晚上七時假紐寶璐禮堂舉行。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之創會百周年感恩聯合聖餐崇拜將於九月廿九日下午五
時至七時假亞洲國際博覽館(香港機場)舉行。書院的管弦樂團及合唱團已被邀在
是次崇拜中表演，並歡迎家教會委員出席是次活動，出席的委員可於當日下午
三時三十分在學校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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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華書院畢業典禮將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舉行，現任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已答允成為是次畢業典禮之主禮嘉賓，歡
迎家教會委員出席是次活動。
艾禮士神學獎學金（The Terence Iles Scholarship in Theological Education）:
o 三名獎學金學生，包括 Mr. Chan Koon Chi, Mr. Chu Chun Ho and Mr. Leung Yat
Hin 已完成今年的神學課程。Mr. Leung Yat Hin 獲頒崇拜研究博士學位，而
Mr. Chu Chun Ho將多獲一年獎學金，在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展開他的神學
研究。
o Fong Hak Shun 牧師今年將繼續獲得獎學金，資助他進修博士課程。
o 今年首次獲獎學金的麥漢釗先生 (Mr. Mak Hon Chiu)，將在香港聖公會明華
神學院進修。
學校活動：
o 福音營已於七月二至五日假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梁紹榮度假村舉行，超過
100名學生參加是次活動。
o 香港紅十字會青少年四十九團（英華書院）已於九月八日舉行就職典禮。
去年接受各種培訓後，十二名新成員加入了青少年四十九團。
o 水運會初賽已於九月十四日早上假觀塘室內泳池舉行，而決賽將於九月廿
一日下午假九龍公園泳池舉行。三屆奧運會香港游泳代表及香港游泳紀錄
保持者蔡曉慧將應邀成為決賽的主禮嘉賓。學校歡迎家長出席是次水運會。
o 學校陸運會將於九月十七日及九月廿日假灣仔運動場舉行。二零零一年中
七畢業生 Mr. Li Chun Wai Edward (學界 Grade A 擲鐵餅紀錄保持者) 已應
邀成為決賽的主禮嘉賓。學校歡迎家長出席是次陸運會。
［會後備忘：因颱風「山竹」的影響，教育局宣佈九月十七日及十八日全港

學校停課，原定於九月十七日的初賽改為九月廿日舉行，而決賽則改於九
月廿四日舉行。］
o




籌款活動《皕載三千》將於陸運會初賽期間舉行，為二百周年嘉年華會籌
款。校長、兩位副校長及十四位老師將參加是次活動，除了校長跑一萬米
外，其他參加者每人均跑三千米。部分校友亦參加是次跑步或籌款工作。
校長感謝家長、學生和校友的慷慨支持。
o 為慶祝英華書院二百周年校慶，2018戲劇晚會將於九月廿九日及三十日晚
上七時假紐寶璐禮堂舉行，戲劇晚會的劇目為《善行者》。
校長分享了2018年英華書院學生於中學文憑試之考試成績。截到九月十三日為
止，約八成應屆畢業生可以升讀大學本科學位課程，情況與去年相若。
暑期交流團：
o 家教會濟州文化地理考察交流團（七月一日至七月五日）。
o 泳隊日本東京游泳訓練營（七月一日至七月八日）。
o 由英華女學校主辦之視覺藝術考察團，遠赴意大利威尼斯（七月十七日至
七月廿七日）。
o 劍橋課程(七月廿九日至八月十一日)：十三名英華書院學生參加英國劍橋課
程，分別為兩名中一學生和五名中二學生入讀科學課程、三名中三學生和
兩名中四學生入讀英文及一名中五學生入讀法律基礎課程。
o 二百周年信徒領袖訓練營（七月十六日至七月廿七日）
：廿八名英華書院學
生遠赴加拿大多倫多參加是次領袖訓練營。其中，加拿大滑鐵盧大學
（University of Waterloo）工程學系著名教授 Professor Andrew K C Wong，他
既是英華書院校友，亦在滑鐵盧大學成立模式分析及機器學習的智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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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Centre for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與參與是次訓練
營的學生分享他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領域的研究思維。
校長報告5E班何澤龍同學榮獲2018年香港傑出學生(全港選出九名傑出學生)，他
精於琵琶演奏，更投入服務社區，並計劃為低收入的學童提供義教。
英華書院於中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
基金主辦的「第十二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勇奪冠軍（金獎）。
校長與兩名英華校友於八月底前往日本京都圓光寺，借出英華書院於1855年出
版的新約全書，借出之聖經並將於今年十一月二日至十二月五日在香港歷史博
物館舉行的創校二百年校史展展出。



校長報告《中西文化交流與基督教在華發展史―英華書院創校二百年紀念學術研
討會》將於十月十二日至十月十三日假香港浸會大學林護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將為是次研討會致開幕辭。



英華二百周年校史展覽將於十一月二日至十二月五日假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
展覽的開幕式則安排於十一月一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七時三十分。三場公開講
座分別於十一月三日、十一月十七日及十二月一日舉行。

(三) 校董報告事項


主席李李賽紅女士報告已於六月八日及九月八日出席校董會會議，主要討論學
校泳池大樓、二百周年慶祝活動及英華小學招聘校長事宜。

(四) 報告事項
1. 與社工合辦家長講座：認識青少年潮流文化 - 2018年5月19日
(負責人：活動組委員―劉永樂先生及余秉洪先生，其他委員―陳鴻達先生及尹露成
先生)

2.

3.



由於劉永樂先生因事早退，余秉洪先生代為報告：出席家長人數約有七十多人，
但準確數目稍後將由學校社工提供。



余秉洪先生表示出席的家長對是次講座反應正面及樂於參與講座，並期望家教
會日後多舉辦類似的活動。

六月號家教會會訊
(負責人：主席李李賽紅女士及林馮翠明女士)


主席李李賽紅女士報告六月號家教會會訊（共十六頁）已經印刷完畢，並已於
暑假前派發給各學生。



餘下的六月號家教會會訊亦於中一新生註冊日派發給中一新生家長。

濟州文化地理考察團
(負責人：籌備委員會主席―林馮翠明女士；其他成員―主席李李賽紅女士、劉慶賢
先生、趙丘月華女士、謝陳思穎女士及黃禮邦先生)


林馮翠明女士報告「濟州文化地理考察團」已於七月一日至五日順利舉行，並
感謝學校及各委員設計行程前的兩次工作坊，令學生團員能夠做好事前的準備
工作，令考察團可以順利推展。



趙丘月華女士感謝項目管理協會（香港分會）(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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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 Chapter) 連續三年贊助英華書院家教會遊學團的學生項目管理獎項。她表
示今年的安排井然有序，每位學生在出發前、行程中、以至回港後都有機會發
表演示，令所有學生有所裨益。


劉慶賢先生感謝黃筱茵老師在行程前教導學生如何準備及製作PPT演示稿，令他
們在多次發表演示時可以學以致用。



黃禮邦先生分享個人感受，由於與濟州中學的交流因天氣及其他原因而取消，
但在行程中家教會設法安排該組學生在全體師生及家長前發表演示，獲得大家
一致的讚賞。另外，行程中參觀「城山日出峰」路程艱辛，但學生都能克服困
難，最終能夠欣賞濟州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學生明白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
道理。



姚金濠老師感謝家長及學生的努力，令是次遊學團得以成功。當中，學生懂得
對工作人員（包括：當地導遊、香港領隊、老師及家長）的感恩之心，尤其值
得稱讚。濟州文化地理考察團除了親身學習地理知識外，能夠磨練待人處事的
技巧才更具意義。



4.

主席李李賽紅女士總結舉辦遊學團的過程漫長，從學生呈交文章開始，到進行
面試挑選學生，以至舉辦兩次行程前的工作坊等，都或多或少影響參加的學生
人數，但家教會認為遊學團的質量較為重要。黃筱茵老師設計的製作PPT演示稿
工作坊，對學生有正面及長遠的幫助。此外，是次十二位中四年級的學生表現
出色，能夠帶領及教導低年級的學生，發揮團隊精神。李李賽紅女士及黃筱茵
老師把學生的交流團日誌的感謝文字請同學幫忙輯錄起來，經旅行社轉呈香港
領隊、韓國導遊及司機，以示謝意。

中一新生註冊日(家教會簡介) - 2018年7月12日
(負責人：主席李李賽紅女士、劉慶賢先生、陳曉輝先生及尹露成先生)
 主席李李賽紅女士表示中一新生註冊日讓家教會可以首次接觸中一新生家長。
 六月號家教會會訊亦於中一新生註冊日派發給中一新生家長。

5.

中一新生家長交流會 - 2018年9月1日
(負責人：全體委員)


主席李李賽紅女士表示十一位家教會委員出席中一新生交流會，中一新生家長
可以透過是次活動表達他們對家長義工的興趣，以及在家教會活動中可提供協
助的範疇。



劉慶賢先生分享部分中一定家長的意見，覺得以往保良局領袖訓練營安排中一
新生營時，較重視訓練學生的關愛精神，而現時的營運商可以考慮加強這方面
的元素。



趙丘月華女士表示由於各新生家長已透過訓練營獲悉供了很多學校的信息，中
一新生家長交流會能夠騰出較多時間予家教會，故建議來年委員可以準備介紹
檔案簡介家教會及其活動。



主席李李賽紅女士分享其中一名中一新生家長在交流會時，已表達自己可以協
助學校活動的拍攝工作；而他於水運會當天，在沒有得到學校或家教會的任何
通知前就展開拍攝。後來經過了解，證實是誤會一場。李李賽紅女士溫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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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委員來年在中一新生交流會時，務必提醒中一家長，學校及家教會是先收集
家長對義工的興趣，稍後才因應情況，落實安排義工工作。


6.

陳曉輝先生認為這是一件個別事件，而黃禮邦先生則關注學校活動的保安安
排，可能會有陌生人誤闖。

「校褸環保著」計劃工作安排及進度
(負責人：主席李李賽紅女士、劉慶賢先生、余秉洪先生及黃禮邦先生)


黃禮邦先生報告「校褸環保著」的試辦情況不太理想，經各班聯絡員的幫忙及
宣傳後，在兩個月內收到了十三件校褸。由於校褸的數量不多，家教會已通知
有關家長安排退還校褸。



劉慶賢先生感謝余秉洪先生、黃禮邦先生及黃筱茵老師對是次活動的統籌工
作。他已聯絡捐出的家長，大部分同意繼續捐出校褸，亦有部分家長能夠在十
三件校褸中換取較大碼的校褸。家長對家教會試行「校褸環保著」的構思表示
讚賞，可能因為推行的時間碰上暑假，才會反應未如預期。陳曉輝先生建議可
考慮於換季時間推行此活動，或可獲得更多家長的支持。



7.

8.

黃禮邦先生總結「校褸環保著」活動未來或有需求，因為有些家長詢問是否需
要購買校褸，建議家教會可審視環保校褸的需求情況。

2018‐2019 年度聯絡員籌備工作
(負責人：聯絡組委員：陳鴻達先生及梅威倫先生)


梅威倫先生報告各級別聯絡員的招募及留任情況，中一家長較積極投入參與學
校的活動。



2018‐2019 年度聯絡員名單已交予龔倩玉老師，以便編制 e-class 各級別聯絡員
的寄件名單。

2018‐2019 年度圖書館義工
(負責人：聯絡組委員：陳鴻達先生及梅威倫先生)


梅威倫先生報告已經組成及安排三組圖書館義工。第一組義工將於九月中旬展
開工作。龔倩玉老師會將聯絡組已準備的邀請函及感謝信交給圖書館義工。



梅威倫先生表示由於有一組是全新招募的義工，龔倩玉老師需要多加提點及教
導此組義工。

(五) 討論及跟進事項
1.

2018 年11 月4 日家教會第二十四屆周年會員大會暨執委選舉籌備工作
(負責人：主席李李賽紅女士、劉慶賢先生、劉永樂先生、梅威倫先生及附屬會員蘇
虬先生)


主席李李賽紅女士報告過往周年會員大會暨執委選舉籌備工作組主席多數是中
六畢業生的家教會委員，上次會議也提及可考慮邀請家教會附屬會員擔任。



今年家教會周年會員大會暨執委選舉籌備工作組主席由附屬會員蘇虬先生擔
任，第一次籌備小組會議已於八月三十日舉行，下次小組會議將定於十月十二
日。
[頁五]







籌備工作時間表擬定如下：
o 電子通告將於九月廿日發出予各家長，家長參與家教會委員選舉的截止日
期為九月三十日。
o 參選家長之選舉簡介會定於十月十三日舉行，如當天未能出席的家長可於
十月廿日安排後補簡介會。
o 家教會第二十四屆周年會員大會將於十一月四日舉行。
主席李李賽紅女士詳述家長可透過下列其中一種方式參與投票選舉：
o 周年會員大會當日親臨投票入票箱；
o 在周年會員大會前，委託兒子把選票放入設於校務處的票箱（會後備忘：
根據會章，家長可以親自或由其子弟將選舉家長委員的選票投入設於學校
的指定投票箱）；
o 以郵寄方式把選票寄往學校。
對於以郵寄方式呈交選票，由於郵遞需時，恐有所延誤。倘因此而修改家教會
會章，未免大費周章。梅威倫先生建議，主席李李賽紅女士和議，以行政方式，
在電子通告中溫馨提示各家長如郵寄選票，敬請預留幾個工作天作郵遞安排。

2.

3.

家教會2017‐2018 年度財政總結及2018‐2019 年度財政預算
(負責人：劉卓能老師)


劉卓能老師報告2017‐2018年度財政總結結餘為港幣$189,690 (未經核數師核
數)。



2018‐2019 年度家教會財政預算將因應通脹而微調各項開支，而來年將不資助游
泳隊教練費。

章程優化工作
(負責人：主席李李賽紅女士、林馮翠明女士、梅威倫先生、余秉洪先生、陳曉輝先
生及麥德祥副校長)


主席李李賽紅女士報告上次會議通過修訂有關會章事宜，並呈交至家教會第二
十四屆周年大會內進行修改會章投票。



由於是次修改會章涉及選舉事宜，麥德祥副校長建議在邀請家長參選的通告中
加入備註：待修定會章批准後，有關選舉方式即時生效。



對於出現票數相同而引致超額的情況，麥德祥副校長建議修訂會章句子如下：
「……家長委員由最高票數之八位候選家長出任，如遇因票數相同，由校長或其
授權之校方代表即場安排同票而引致超額的候選人以抽籤形式處理；……」

 以上的會章修改，由林馮翠明女士動議，趙丘月華女士和議。
[會後備忘：主席李李賽紅女士向章程優化小組顧問（前家教會主席／附屬會員）蘇

朱映紅律師諮詢有關上述的新建議修訂是否妥當，她表示大致上沒有問題。她建議
執委會可考慮藉此機會把現有的《英華書院家長校董產生辦法》加進會章內，使其
更加完善。建議如下：
在會章第(五)點，組織一段，再作修訂為：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關，由全
體會員組成，執行委員會主席同時擔任會員大會主席。執行委員會成員按本條(2a)
之規定產生，負責執行會務及會員大會通過之議決案，並根據《英華書院家長校董
產生辦法》選舉家長校董加入英華書院校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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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委會以電郵通閱形式一致通過加進顧問建議後的會章修訂的建議（附件）。]
4.

家長義工組籌備工作
(負責人：余秉洪先生、陳思穎女士、黃禮邦先生及陳曉輝先生)


余秉洪先生感謝小組成員對家長義工組提出很多建議。余秉洪先生代表小組發
表對家長義工計劃的建議書（附件一）
，並希望各委員給予意見。主要內容包括：
1. 如何招募
2. 如何有效處理、更新、聯絡及統籌各工作及活動
3. 如何向曾提供協助的家長表達謝意



黃禮邦先生補充，小組就成立家長義工的構思，是希望集合家長義工的專長，
以協助家教會委員推行活動。



陳曉輝先生再補充小組商討時考慮到中一家長最積極，大部分只希望為學校出
一分力，所以我們只需集合這些有心的家長，當家教會有活動需要家長義工協
助時，便可邀請他們協助。




林馮翠明女士提醒處理家長義工資料必須審慎。
部分委員就演示檔的內容提出問題，余秉洪先生亦作出解說。余秉洪先生表示
現階段先需處理於9月1日的中一新生家長日中表示願意協助活動、攝影及網頁
的家長義工的聯絡及統籌安排。



當中小組建議在周年會員大會舉行義工嘉許禮以感謝狀形式以示感謝，但了解
到會員大會時間所限，有委員建議可以邀請一位家長上台代代表全體義工接受
感謝狀。



主席李李賽紅女士總結，請家長義工組繼續探討小組建議的工作及之前提及招
募另外級別的家長義工的安排，並將有關建議做法告知執委會。至於在周年會
員大會舉行義工嘉許禮的建議，周年會員大會籌備委員會會討論其可行性。若
可行，會請義工籌備小組商討及安排嘉許禮細節。

5.

優化2018‐2019年度各工作及活動
(負責人：余秉洪先生、主席李李賽紅女士、劉慶賢先生及林馮翠明女士)


余秉洪先生為優化工作及活動準備演示檔案（附件二），並希望各委員給予意
見。對於家教會的各項活活動，委員的意見如下：
o 家長自由談：主席李李賽紅女士補充就家長自由談由學校負責的建議，是
由於在今年舉辦的家長自由談後收到家長就活動及學校的意見，執委檢討
後認為可能現時的自由談模式未能切合家長的期望，而家長期望是另類的
活動，例如座談會或諮詢會等，似乎家教會未必是合適的主辦單位，所以
建議學校考慮是否舉行類似的活動。舉辦與否，全由學校自行決定。若執
委會認為舉辦家教會過往模式的自由談仍然是對家長有幫助，當然可以繼
續舉辦，應由來屆家教會委員再作審視。
o 家教會會訊：家教會現時印刷一期會訊，約十六版，約於六月底暑假前派
發予家長；另設簡訊，篇幅大約四版，多於家教會周年大會後印製，內容
亦會報導家教會舉辦的遊學團。會訊除了印刷版外，亦會上傳家教會網頁
內。麥德祥副校長建議下一屆委員可審視會訊及簡訊的期數、篇幅及出版
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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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6.

7.

社會服務：今屆家教會委員首次參與社會服務，於聖誕節協助醫院焗製薑
餅人。麥德祥副校長表示推展社會服務需配合學校在這方面的步伐，學校
有社會服務計劃的藍圖，現正處於初期的蘊釀階段。學校及家教會在社會
服務上各有不同的持份者，家教會以家長為主，而學校則包括校友、老師
及學生。學校舉辦的某些社會服務，為學生而設，如Interact Club，未必邀
請家長參與。學校及家教會就社會服務上，可建立互相通報機制，視乎情
況彼此配合。
趙丘月華女士及黃禮邦先生分享家教會舉辦各類活動，新舊家教會委員可以透
過活動籌備小組作為持續及恆常的溝通方式。
2018‐2019年度各工作及活動建議都會由新一屆執委決定是否採納。

2018‐2019年度聖誕節聯歡會形式及舉行日期


聖誕節聯歡會是一年一度的活動，趙丘月華女士建議於校園內舉行，方便推展
活動，可考慮以到會形式舉行，亦讓更多學生及家長參與是次活動。



麥德祥副校長查閱校園場地紀錄，紐寶璐禮堂或有機會於十二月十五日供家教
會舉行聖誕節聯歡會。麥德祥副校長稍後落實場地安排。



籌備小組委員：主席李李賽紅女士、劉慶賢先生、趙丘月華女士及陳國威先生。

2018‐2019 年度「交流團」主題及日期




鄭鈞傑校長分享明年學校舉辦的學生交流團的情況：
o 復活節：學校管弦樂團（北歐）
o 期考後：地理科（冰島）；西史（波蘭）— 主要對象是高年級學生
趙丘月華女士重提家教會曾考慮舉辦馬六甲尋根遊學團，跟隨去年校友會的行
程，由學生從新體驗。



主席李李賽紅女士表示去年家教會提及馬六甲尋根之旅，但亦考慮過「馬六甲
尋根」未必吸引很多家長及學生。



主席李李賽紅女士總結可考慮馬六甲尋根之旅及建議舉辦日期為期末考試後，
留待下一屆委員審視。

(六) 其他事項
1. 家長學堂課程
 麥德祥副校長表示為配合學校的五年計劃及在過往一年透過與家教會溝通
後，了解到家長就講座及工作坊的需要，學校將舉辦「家長學堂」
，內容主要
是親子的溝通及正面思維等。由聖雅各福群會方舟生命計劃營運，家教會負
責協助學校招募家長學員，每堂可收30-50人，如有超額，聖雅各福群會可安
排加派導師。
 「家長學堂」將於二零一九年三月至二零一九年四月期間舉行，每兩個星期
六舉行一節課堂，共四節課。可考慮凡出席滿75%的家長，可獲發證書，以
作表揚。
 主席李李賽紅女士總結舉辦「家長學堂」是為了配合學校五年發展計劃及切
合家長的需要，家教會予以協助是非常合適，建議下一屆執委在擬訂各活動
的舉行時間時可配合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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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8年11月30及12月1日校慶嘉年華及校友日售賣家教會校慶紀念品
 主席李李賽紅女士、劉慶賢先生及黃筱茵老師已初步構思家教會校慶禮品並
向各委員匯報，種類如下：
o 「英華仔」USB 記憶棒（32G）
o 巧克力連校慶徽章水晶磁石貼禮盒裝
 各委員就訂貨量及財務安排發表意見，認為巧克力的保質期有限，故訂貨量
不宜太多。委員亦贊同先出通告給家長訂購禮品，一方面可按家長的訂貨量
來擬定實際的訂貨量，另一方面可無須動用家教會資金來訂貨。
 麥德祥副校長將與學校會計部跟進，是否能以電子收費方式收取家長訂購紀
念品的費用。否則，家教會將以支票形式收取費用。
 主席李李賽紅女士補充，是次售賣家教會校慶紀念品純為籌款性質，所有籌
得款項，扣除成本全數捐給學校。
3. 訂製校慶紀念品送予全校師生


家教會委員贊同訂製1,300份校慶紀念品送予全校師生，預計開支為港幣
15,000。至於紀念品種類則交由家教會校慶紀念品小組跟進。

4. 特殊收費委員會
 麥德祥副校長提交2017‐2018年度特殊收費收支表及2018‐2019年度特殊收費
預算，預計明年將用完此特殊收費。如果明年預算有虧損，差額將由學校支
付補貼。
 家教會全體會員一致通過特殊收費收支表及預算表，並將在家教會周年大會
中報告出來。
5.

致謝
 由鄭鈞傑校長動議，感謝第二十三屆家教會執委在過去一年的努力，麥德祥
副校長和議。

會議結束時間：下午六時十九分

秘書：╴╴╴╴╴╴╴
林馮翠明女士

主席：╴╴╴╴╴╴╴
李李賽紅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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