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五屆執委會
第一次續會會議記録
日期
時間
地點
出席

:
:
:
: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十五分
英華書院 Inno Lab
劉慶賢先生（主席）
、鄭鈞傑校長（副主席）
、李賽紅女士（副主席）
、陳
思穎女士、許頌旋女士、黃禮邦先生、黃美寶女士、王為杰先生、陳國

威先生、陳嵐女士、黎靄慈女士、梁少芳女士、黃秉耀先生、麥德祥副
校長、龔倩玉老師、劉卓能老師、麥泰元老師、黃筱茵老師、黃蕙妍老
師及姚金濠老師
缺席 : 陳蘭芝女士
(一) 通過第二十四屆執委會第五次會議記錄

動議通過：李賽紅女士；

和議：陳思穎女士。
(二) 通過第二十五屆執委會第一次會議記錄

動議通過：黃禮邦先生；

和議：李賽紅女士。
(三) 校長報告事項
 校董會於 2019 年 10 月 17 日開會，因應近日社會事件定立校方立場，
鄭校長於 10 月 21 日以正面態度向全體同學表達，立場如下：

尊重各位同學及老師正常上課和學習的權利和自由。

尊重各位同學及老師正常的學校生活，不被干擾。

愛護英華的人和事物，無論老師、同學、職員、工友、校園及一
切設施。
 原定於 11 月 2 日舉行之「中一招生簡介會」因社會事件而取消，而今





年共收得一千多份報名表格。
本年度第一期季刊已於十月份派發，同時亦會派發給英華小學以促進
溝通。
原定於 10 月 4 日舉行之「英小升中家長會」因社會事件而取消。
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 CUHK Jockey Club AI for the Future Project，本校被
選為六間先導學校之一。
本年度水運會於 9 月 12 日順利完成，並請得奧運選手劉彥恩小姐頒
獎。









2019 至 2020 年度英華行、週年戲劇晚會、陸運會以及長跑日要視乎社
會事件情況而考慮會否延期。
本年度畢業禮邀請到 1995 年度畢業校友王建明先生擔任主禮嘉賓。
福音週在 11 月 11 至 22 日於校內舉行，惜進行途中遇上停課。
本校被挑選參與 The Microsoft Education Global Learning Connection，超
過 20 位同學在 11 月 6 日與 Microsoft Worldwide Education 的副總裁
Mr Anthony Salcito 進行視像對話。
本年度預算舉辦共 12 個遊學團計劃，學校將於 11 月發出家長信讓家
長預先了解各遊學團地點及日期。
鄭校長分享了同學獲獎的最新消息。

(四) 校董報告事項
 校董王為杰先生報告校董會已於 10 月 17 日開會，下次開會日期為 2020
年 3 月份。


校董會決議通過呈交教育局的核數報告。

(五) 報告事項
1. 第二十五屆 5 位增選委員：
 多謝陳國威先生、陳嵐女士、黎靄慈女士、梁少芳女士及黃秉耀先
生接受邀請成為增選委員，並歡迎五位出席第一次續會會議。
2. 第二十五屆週年會員大會暨家長委員選舉
 第二十五屆週年大會籌委會主席丘月華女士提交了會員大會報告，
由劉慶賢主席代表報告。
 劉慶賢主席多謝籌委會統籌是次活動，並感謝 17 位家長義工在當日
協助點名及派發茶點、多位附屬會員及家校組老師協助點票，以及
麥德祥副校長擔任當日司儀。
 是次 AGM 出席率約 50%，而投票人數約 34%，來年需要再加強宣傳。
 電子點票方便快捷，能於一小時內完成點票工作，減省老師點票時
間。
 是日整體流程大致暢順並能於原定時間內完成。
 建議來年預先將當日流程表交給攝影師以便拍攝動議及和議舉手的
家長。
 黃禮邦先生建議下年可嘗試在舉手動議時以短片錄影作記錄。
 家長義工嘉許禮共邀請了 88 位義工，出席人數共 33 位。
 感謝麥德祥副校長答允在退休後仍然會協助家教會週年會員大會。
 大會報告會存檔留待下年參考。

3. 家教會簡訊 - 2019 年 12 月號
 李賽紅女士報告目前進展，今期簡訊共四版紙，內容包括：AGM、
東京交流團、主席的話及校長的話。
 印刷商報價費用為$1,800 /1300 份及$1,950/1500 份，價錢包括排版
費。
 黃禮邦先生建議響應環保，可考慮以電子形式代替過往的實體版
本。
 惟需顧及部分喜歡閱讀實體版的家長，是以今年會同時已實體版及
網上版本給家長選擇，並試行以 eClass 途徑詢問家長需否索取實體
版。
4.

聯絡組及圖書館義工家長工作安排
 第 24 及 25 屆的聯絡組委員已交接好聯絡組的工作，龔倩玉老師亦
已協助更新及建立 eClass 的群組。
 聯絡組至今一切運作順利，能有效地透過 whatsapp 及 eClass 將學校
及 PTA 訊息傳遞給家長。
 龔倩玉老師報告圖書館義工今年維持兩組，由九月份已開始運作，
一直運作順暢。

5.

家教會附屬會員
 黃筱茵老師報告今年共有三位家長新加入，至目前為止共有 39 位附
屬會員。

6.

2019-2020 年度各項活動及贊助撥款
 黃筱茵老師報告 2019-2020 度預算全年撥款$5,633。
 家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活動撥款已批，分別是會訊$8,500 及聖誕聯歡
會$10,000。

(六) 討論事項
1. 聖誕聯歡會 2019 年 12 月 14 日



2.

籌委會成員包括黃禮邦先生(籌委主席)、黃美寶女士、王為杰先生、陳國威
先生、陳嵐女士、黎靄慈女士、梁少芳女士、黃秉耀先生。
因未能預計社會事件發展情況，故是次聯歡會一切從簡，時間會改在下午
12:00-4:00，假禮堂舉行。

議定家教會 2019-2020 年度恆常工作及全年活動安排
2.1 恆常工作
(a) 家教會會訊




負責人：許頌旋女士及李賽紅女士
將如期於 2020 年 7 月推出。

2.2 議定活動
(a) 義工茶聚 8/2/20
 負責人：陳思穎女士(籌委主席)、許頌旋女士及黃美寶女士
(b) 家長日書展 16/2/20
 負責人：陳蘭芝女士
 建議除了沿用去年中英文書及雜誌之書商外，多擺設一個屬靈書攤
位在家教會去年義賣攤位之位置。
 龔倩玉老師會聯絡視藝科主任，協商展覽品與書展攤位之擺放。
(c) 家長日活動 16/2/20
 負責人：李賽紅女士
 建議今年參觀 Inno Lab，並由學生作介紹，形式與以往參觀泳池相
若，亦可考慮參觀校史館。
(d) 敬師日 11/3/20
 負責人：王為杰先生(籌委主席)、陳嵐女士及梁少芳女士
(e) 世界閱讀日 2019 (四月份)
 負責人：龔倩玉老師
 今年會在中一年級視藝科舉辦「藏書票設計比賽」，由家教會贊助
獎項。
 麥德祥副校長建議在校內廣泛介紹藏書票，讓更多同學認識。
 龔倩玉老師亦會與 library club 商議重推「食雪糕活動」的可行性。
(f) 英華校園歷奇 25/4/20
 負責人：劉慶賢主席(籌委主席)、陳國威先生、黎靄慈女士、黃禮
邦先生及黃秉耀先生
(g) 與社工合辦親子活動 9/5/20
 負責人：李賽紅女士(籌委主席)、陳蘭芝女士及王為杰先生
 建議舉辦 War Game 或射箭活動，但同時亦會咨詢社工之意見。
(h) 家長講座(日期待定)
 負責人：黃美寶女士(籌委主席)、劉慶賢主席





(i)

陳思穎女士表示有不少家長因近日之社會事件而難以與子女溝通。
麥泰元老師會聯絡紅十字會，查詢該會能否來校舉辦相關講座。
暫定日期為 12 月 1 日或 12 月 5 日下午，地點在禮堂。
建議先看看是次講座之反應，再決定會否邀請社工合辦講座。

家長學堂(日期待定)
 負責人：劉慶賢主席(籌委主席)、陳思穎女士、許頌旋女士、李賽
紅女士及黃美寶女士

(七) 其他事項
1. 向社團註冊處更新執委會名單

黃筱茵老師已協助更新執委會名單。
2.

更改本會銀行支票戶口授權簽發人


劉卓能老師已協助更改。

(八) 下次會議日期: 2020 年 1 月 11 日(星期六) 下午 2 時 15 分
會議結束時間：下午 4 時 30 分

秘書：

主席：
許頌旋女士

劉慶賢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