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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三屆執委會 

第一次續會會議記錄 

 
日期: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三） 

時間:  晚上七時三十五分 

地點: 英華書院天台家長教師會室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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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鴻達先生、劉永樂先生、林馮翠明

女士、趙丘月華女士、陳國威先生、陳曉輝先生、謝陳思穎女士、許張翠儀女

士、尹露成先生、黃禮邦先生 

 

(一) 通過第二十二屆執委第五次會議紀錄 

 動議通過：劉永樂先生； 

 和議：劉慶賢先生。 

(二) 通過第二十三屆第一次會議紀錄 

 動議通過：林馮翠明女士； 

 和議：陳鴻達先生。 

 

(三) 校長報告事項 

 2018-19年度中一招生活動已經展開，學校已於 11月 4日假紐寶璐禮堂舉辦中一

簡介會，約二千名家長及學生出席是次活動。初輪及次輪面試將分別於 2018年 1

月及 2月舉行。  

 學校一年一度的水運會及“Drama Night”已於九月底及十月初完滿舉行。 

 為慶祝英華書院創校 199周年及迎接明年踏入二百周年校慶，「英華書院創校 200

年慶典啟動禮」已於 11月 11日在校內完滿舉行。同時，由英華教育基金舉辦的

「英華行 2017 - 歷史接力跑」亦在同一天於港島、九龍及新界共二十個不同點

進行接力跑步，當中部分地點為英華書院舊址，超過三千名學生、老師、校友、

家長及嘉賓，一齊參與及見證英華書院啟動皕載校慶活動的重要時刻。 

 新加坡萊佛士書院弦樂團（String Orchestra of Raffles Institution, Singapore）將於

11月 27日前來英華書院進行音樂交流活動，是繼兩年前與萊佛士書院中樂團交

流後的延續，期盼未來能與此著名的學府推展更多的交流活動。 

 一年一度的英華長跑日將於 2018年 1月 22日假烏溪沙青年新村內舉行，家長歡

迎出席是次活動。 

 英華書院的“Annual Speech Day”將於 12月 9日於下午五時舉行，是次主禮嘉賓為

香港理工大學校長唐偉章教授。 

 文化交流活動：包括柬埔寨興建學校交流活動(2018年 2月 18 - 25日)、加拿大多

倫多天道大學學院及神學院為我校同學舉辦的基督徒領袖訓練課程 2018年 7月

16 - 26日)、英華書院家教會交流活動(詳情待定)及扶輪社交流活動(詳情待定)。 



[頁二] 

 

 一年一度的「港九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D1組已於 10月 18日在九龍公園泳池

內舉行，英華書院中二級學生何肇倫一日內兩度打破學界紀錄，包括 C Grade 100

米背泳及 C Grade 50米背泳，校長除了表揚泳隊隊員努力操水外，亦感謝麥泰元

老師為泳隊付出的努力。 

 校長分享由 2017年 9月 2日至 2019年 6月舉行的一連串皕載校慶活動事項表，

扼要地列出各項活動的日期、活動名稱、地點及備註事項等。 

 

(四) 校董報告事項 

主席李賽紅女士於 2017年 10月 24日出席校董會會議並商討以下事項： 

 陳志堅牧師連任校董會主席。 

 2017至 18年度學校計劃學校發展計劃。 

 200週年校慶事宜 

- 設立 200週年校慶 Facebook專頁以讓外界及校友能了解有關慶的祝活動。 

- 建議於 199週年校慶時公佈一系列 200週年慶祝活動。 

- 擬定 200週年校慶晚宴邀請嘉賓名單。 

- 整個 200週年校慶活動財政預算。 

 

(五) 報告事項 

1. 第二十三屆六位增選委員：主席李李賽紅女士報告六位增選委員為陳國威先

生、陳曉輝先生、謝陳思穎女士、許張翠儀女士、尹露成先生及黃禮邦先生。 

2. 第二十三屆周年會員大會暨長委員選舉：第二十二屆家教會主席蘇虬先生透過

現任主席李李賽紅女士呈交報告如下： 

 籌備過程大致暢順，共有 13 位家長報名參選，他們分別參與出席 10 月 7

日及 10月 14日舉行的候選人交流聚會。13位參選人的政綱已安排列印於

週年大會的小冊子上，這改動可方便會員於禮堂中查閱。 

 由於今年有參選人宣讀政綱後需提早離開辦理個人事情，為避免出現有家

長在台上離開禮堂而導致混亂，所以今次大會上特別安排每位參選家長宣

讀政綱後返回台下就坐。每一位候選人也能在 70秒內完成宣讀政綱。 

 報名出席的家長人數為 463 人，但最終家長連老師出席總人數只有 264 人

（不足六成出席率）。因週年大會期間正碰到中一至中三級統一測驗，這也

可能影響初中家長出席意欲。另外投票率也不高，期望下屆籌委會思想方

法如何鼓勵已報名的家長出席及鼓勵會員投票。 

 點票時間快而有效率，多謝負責老師能清楚及有條理地帶領學生會同學進

行點票工作。 

 是次會員大會的茶點是由英華飯堂供應。一如既往，食物質素及美味程度

也高。因出席之會員比報名人數少，雖然已因過去實際出席人數來參考及

減少訂購小食盒數量。在只訂購 400 份小食盒的數量下，結果也餘下很多

茶點食物，以免浪費。 

 當日開始及結束時間完全依據流程安排，有賴司儀控制程序流程得宜。 

與會委員建議值得深思或有待改善的地方為： 

a) 包裝小食 vs 三文治及燒賣，以免浪費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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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次過點票 vs 分兩個時段點票 (郵寄/投票箱票及即場投票) ，在點票效率

及公平性兩方面取平衡。 

c) 討論在選票中是否需要列明參選人為家教會委員或增選委員及其出席會議

的記錄。麥德祥副校長分享當年決定列出出席率，是前委員們希望以真實

出席數據反映當選委員參與家教會事務的參與程度；而列出參選人為家教

會委員或增選委員，則可為選民提供更詳盡的資料，考慮委員的延續性問

題。下一屆周年大會籌委需要在公平性及延續性兩方面取平衡。 

d) 梅威倫先生提出如出現最高票數的第八及第九位候選人獲相同的票數，將

以何種機制在兩者中揀選其一中位作為執行委員，下一屆周年大會籌委需

要考慮機制及解決方案。 

3. 英華教育基金主辦的「英華行 2017 - 歷史接力跑」：英華書院家教會招募五十名

家長義工，協助各站崗，支持是項活動。 

4. 聖誕燒烤聯歡會：落實在 2017年 12月 16日於大尾篤燒烤王舉行，通告發出後，

家長需於一周內填妥回條。是次活動的目的是為家長之間、同學之間及家長與

學生之間的聖誕聯誼活動。亦會通知家教會附屬委員有關活動，歡迎他們報名

參加。 

5. 家教會簡訊：2017年 12月號為 4頁 A4的簡訊，簡訊內容包括校長的話、主席

的話、第二十三屆周年會員大會暨家長委員選舉、新加坡遊學團分享及家教會

活動預告 (如落實 2018年復活節遊學團，可預告扼要資料)。 

[會後備忘：由於內容太豐富，家教會活動預告未能刊於本期簡訊內。] 

6. 聯絡組及圖書館義工家長工作安排： 

a) 就檢討家長聯絡員架構，按第二十二屆執委於第五次會議的討論，交由小組

再作跟進。龔倩玉老師跟 e-class 公司聯絡，確實 e-class不能以一級形式建

立級群組，所以小組決定會按去年一樣以班群組為單位。另外，經小組討論

後，認為聯絡組班長確實有其存在價值，除了協助校方及家教會發放訊息

外，亦可作為家長與家教會之間溝通的橋樑及加強凝聚力。同時，也可協助

家教會招募家長義工，全體委員均認同上述有關絡組班長的存在價值及其功

能。 

b) 聯絡組負責委員為梅威倫先生及陳鴻達先生。經討論後，各委員認同 e-class 

為聯絡組官方通訊，而 whatsapp 則是每班家長最常用的通訊形式，陳鴻達

先生強調各班聯絡組家長必須爭取加入各自班別的 whatsapp 群組。聯絡組

負責委員需考慮及建議各班聯絡組家長的具體工作。 

c) 圖書館義工家長：有興趣參與圖書館義工家長的中一新生家長已於中一新生

家長交流會當日報名，主席李李賽紅女士已統籌名單，並與龔倩玉老師編制

當更時間表。連同舊有的圖書館家長義工，共有三組家長義工分別於星期

二、三及四協助有關工作。 

7. 家教會附屬會員：截止現時為止，已有 25位畢業或肆業學生的家長成為附屬會

員。大部分會員證已寄給已提供地址的附屬會員，另外，上次會提議在附屬會

員申請表格加上郵寄地址，申請表格已更新及上載至家教會網頁。 

8. 2017-18年度各項活動及贊助撥款：贊助撥款已於第二十二屆執委第五次會議中

通過，主席李李賽紅女士再次報告各項撥款金額，讓新加入的委員了解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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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討論事項 

1. 議訂 2017-18年度全年工作計劃及臨時工作小組 

1.1 恆常活動： 

a. 家長日書展及活動 - 2018年 2月 11日 

由劉永樂先生、陳曉輝先生、陳思穎女士、尹露成先生及黃禮邦先生

負責。 

b. 聯絡員、活動義工家長及圖書館義工家長茶聚 - 2018年 3月 3日 

由聯絡組委員：陳鴻達先生及梅威倫先生負責。 

c. 家長自由談 - 2018年 3月 3日 

由全體委員負責 

d. 敬師日 - 2018年 3月 13日 

由梅威倫先生、陳曉輝先生、陳國威先生及張翠儀女士負責。 

e. 世界閱讀日 - 2018年 4月 

由劉永樂先生及陳曉輝先生負責。 

f. 與社工合辦家長活動(講座/工作坊) - 暫定 2018年 4月 14日或 28日 

由活動組委員：劉永樂先生及余秉洪先生，陳鴻達先生及尹露成先生

負責。留待下次社工出席會議時再商討今年舉辦的講座/工作坊。 

g. 與社工合辦親子活動(親子同樂日) - 暫定 2018年 5月 12日或 19日 

由活動組委員：劉永樂先生及余秉洪先生，陳鴻達先生、陳曉輝先生、

張翠儀女士負責。留待下次社工出席會議時再商討今年舉辦的活動。 

h. 交流團 - 暫定：2018年 3月 27日至 4月 5日期間 

由馮翠明女士、李賽紅主席、劉慶賢先生、丘月華女士、陳思穎女士

及黃禮邦先生負責。馮翠明女士報告為要配合能與中學交流，暫時可

考慮的地點有台灣及青島。但籌委會仍會努力向旅行社索取更多資

料。 

i 家教會會訊 - 2018年 7月 

由馮翠明女士及李賽紅主席負責。李賽紅主席請各活動負責人於活動

完結後盡快提供報告及照片以便刊登於會訊。 

1.2 臨時工作小組： 

家教會網頁管理工作小組 

此工作小組自上年成立至今已優化了部分網頁，但仍有需要優化部分，

建議繼續維持小組並加入新組員以提供意見。由李賽紅主席、劉慶賢先

生、劉永樂先生、梅威倫先生及陳曉輝先生負責。 

 

(七) 其他事項 

1. 「英華教育基金」家教會代表 

家教會須委派代表出席「英華教育基金」會議，而教育基金成立至今的過往幾

年都是家教會主席為代表，鄭鈞傑校長認為由家教會主席擔任代表亦為恰當，

建議把此安排規範化。與會委員亦同意鄭校長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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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社團註冊處更新執委會名單 

黃筱茵老師協助更新主席、副主席及秘書資料。 

 

3. 更改本會銀行支票戶口授權簽發人 

劉卓能老師協助更新主席及副主席簽名。 

 

4. 章程優化工作小組 

梅威倫先生建議成立章程優化工作小組以探討現時會章可有優化的部份。此工

作將由李賽紅主席、馮翠明女士、梅威倫先生、余秉洪先生、陳曉輝先生及麥

德祥副校長負責，並建議邀請附屬會員蘇朱影紅女士擔任顧問，李賽紅主席會

作出邀請。 

 

 

會議結束時間：晚上十時二十分 

 

 

 

 

秘書：╴╴╴╴╴╴╴ 主席：╴╴╴╴╴__╴╴ 

 林馮翠明女士 李李賽紅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