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華書院家長教師會第二十三屆執委會
第三次會議紀錄
日期:
時間:
地點:
出席:

列席：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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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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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露成先生、黃禮邦先生
楊寶坤校董（下午 4:45 列席，在討論家長自由談中段加入會議。）

缺席:

陳鴻達先生、許張翠儀女士

(一) 通過第二十三屆執委會第二次會議紀錄
 動議通過：趙丘月華女士；
 和議：劉永樂先生。
(二) 校長報告事項
 校長匯報學生獲得財政援助的統計數據，2017-18 年度約 7.49%的學生獲半數或
全數學生財政援助。
 2018 年中一新生入學申請的首輪面試已於 2018 年 1 月 20 日及 27 日舉行，次輪
面試亦於 2018 年 24 日完成，有關收生結果，學校將陸續通知準學生。
 政府資助的新一輪維修工程將於 2018 年上半年展開，學校亦正式收到政府文件
通知，可以啟動翻新工程，包括飯堂大門對面空地將增設小型的表演臺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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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遷往其他地方。
 中六惜別會已經完滿舉行，學生會主席代表全體同學作出承諾，把英華的精神
薪火相傳。兩位副校長亦朗誦余光中教授的詩作 «寫給未來的你»，以勉勵應屆
中六畢業生。
 「長跑日」已於 2018 年 1 月 22 日在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烏溪沙青年新村完
滿舉行，不少老師、舊生、家長及學生均踴躍參加。是次活動邀請了一位特別
嘉賓，他是患上嚴重視障的 2013 年畢業生何睿知，與英華學生一同參與完成跑
步，令活動別具意義。
 英華書院己於 2018 年 2 月 10 日舉行和太鼓音樂會，除了英華書院指導的中西
敲擊樂小組及合唱團參與的音樂演出外，亦邀請來自日本的和太鼓樂團「太鼓
小僧」和「和太鼓豆櫻」來港演出，更有幸邀請了曾於第 36 屆國際津輕三味線
大賽 A 組級別勇奪二連霸的冠軍得主山中信人先生表演。校長感謝日本駐港總
領事館的廣報文化部長杉田雅彥先生與及校董會專責音樂體藝事務的岑炳生校
友校董出席支持。
 校長匯報林峻毅同學獲選 2017 年度香港傑出紅十字會青年，同時英華書院獲頒
紅十字會青年團 45 年團隊服務證書及傑出青年團深水埗西區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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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報告英華 1988 年領袖生長，現任港大微生物學系高一村博士的研究團隊研
發出含「鉍」的抗菌藥物 CBS，可有效將具有重耐藥性的「超級惡菌」，抑制成
普通細菌。
21 名英華書院中三至中五班同學已於 2018 年 2 月跟隨 IDEA 義工團隊及 4 位隨
團老師，出發到柬埔寨展開 8 天充實的行程，為 CCAF English School 設計了全新
的課室、洗手間及戶外遊樂設施。其實，同學早出於發前半年，已經開始參與
IDEA 的工作坊，著手構思及學習建築、設計原理。
英華書院創校 200 年視覺藝術展覽將於 4 月 7 日至 10 日假香港中央圖書館舉
辦，開幕禮定於 4 月 10 日舉行。中一和中三同學安排於 4 月 9 日前往參觀，中
二同學則於 4 月 10 日參觀；學生完成第四課後便在學校午飯，然後坐車前往中
央圖書館，約下午 3 時 30 分在銅鑼灣解散放學。
英華書院創校 200 年音樂會將於 5 月 7 日假香港文化中心舉行，歡迎家長、舊
生及學生購票欣賞。
有關校慶晚宴，請家教會聯絡家教會前執委成員。

(三) 報告事項
1. 家長日書展及活動 (2018 年 2 月 11 日)
負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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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書展
 四家書商包括商務印書館(中文書)、辰衝圖書有限公司(英文書)、Global
Mag & Press HK Ltd. (期刊) 及宣道（宗教書）對書展的反應十分滿意，
辰衝圖書暫時統計的營業額約$20,000；而宣道表示銷售情況遠勝預期。
龔倩玉老師會保留今年書展的書單，供來年書展參考。
 書商反映意見，表示沒有足夠的桌子，學校明年可以考慮從飯堂借用桌
子或參考辰衝圖書，使用書架展出更多書籍。
 謝陳思穎女士匯報，各書商建議延長書展的時間，由半天改為整天，甚
至延長至星期一，讓學生仍可於周一選購書籍，書商甚或增設講故事時
段，吸引更多人流。
 學校過往曾安排商務印書館於非家長日時間在學校舉辦書展，龔倩玉老
師建議可考慮書展於周日中午 12 時展開。
1.2 參觀英華游泳池：
 參觀游泳池活動獲家長踴躍參與，全日共設十二個參觀團，約二十人為
一組，有些組別更多於二十人，以初中學生及家長（中二及中三）人數
較多。
 趙丘月華女士分享是次帶團經驗，十五分鐘為一節，最少必須有兩名委



員協助，一位帶頭，一位守在團隊的最後。由於輪候需時，家長要預早
一節登記報名，至真正參觀時才回來報到；但有些家長卻因而錯過了參
觀，亦有家長尖隊，結果要加設排隊紅繩，維持秩序。另外，由於登記
和參觀的時間相距較長，部分家長等到參觀時，又與取成績表的時間有
衝突，以致無法參觀。學校可考慮於其他有家長參與的活動時，再安排
家長參觀游泳池。
黃禮邦先生建議參觀安排可稍作改動，參觀時間縮短為十分鐘，安排同
時段內有兩組參觀團，一組由地下往泳池方向走，另一組由天台賽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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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下參觀，可於同時段內接待更多參觀人數。
家長除了對參觀游泳池感興趣外，對地下的更衣室也充滿好奇，學校可
以考慮增加參觀路線至地下更衣室。
李李賽紅女士感謝趙丘月華女士及黃禮邦先生的臨危不亂，改變安排，
使活動能夠順利推展。並感謝麥泰元老師為是次活動策劃安排，包括設
計參觀路線、準備講稿內容、在泳池內鋪設地毯防滑等。如下次再辦參
觀團，可考慮每組參觀者使用不同顏色的貼紙，以茲識別，減少混亂。

1.3 敬師心意卡收集攤位：
 當日收到 58 張由家長寫給老師的心意卡。另外，家教會在家長自由談當
天也有派發心意卡，收到 4 張卡，合計 62 張心意卡。
1.4 紀念品售賣攤位：
 銷售報告：576 位家長購買，共 1,942 件紀念品。中一至中二：約 20%；








中三：16%；中四至中五：10%；中六：1%；其他（包括老師、舊生、
英華小學學生及家長）：7%。
紀念品銷情：以畢業熊銷量最高(304 隻，因限量發售，售罄即止)，其次
為水杯 (499 隻)，共得款項約$94,000 (當中有約$2,000 捐款)。
各委員在家長日當天或其他渠道，知悉不少家長要求購買已售罄的紀念
品。麥德祥副校長表示，紀念品的生產很大程度取決於重新訂購的數量，
由學校紀念品小組處理。
余秉洪先生提出了產品質量的問題，麥德祥副校長分享過往的經驗，同
意如有存貨，損毀的紀念品可退換同款新貨。學校在構思訂購新紀念品
時，亦需兼顧產品質量及估計學生的口味，一般在學校 200 周年、205
周年或 210 周年時會訂製新紀念品.
李李賽紅女士感謝學校各位老師、辦公室同事及家教會各委員的鼎力支
持，其中余秉洪先生、劉永樂先生及其兒子，負責攝錄工作，記錄了當
日的熱鬧情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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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位聯絡員、活動義工家長及圖書館義工家長出席是次茶聚，氣氛輕
鬆互動。梅威倫先生表示出席的家長十分支持學校。黃禮邦先生建議
設法讓義工家長多參與活動，增加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李李賽紅女
士匯報今年邀請約 100 位聯絡員、活動義工家長及圖書館義工家長出



席是次茶聚。家教會亦備有一份義工家長名單，為學校活動擔當各種
義務工作。
關於嘉許狀的安排，最大的難處是要取得所有聯絡員、活動義工家長
及圖書館義工家長的全名。因為部分義工家長，由爸爸登記參加，但
實際義工服務卻由媽媽擔當，以致名單並是實際的參與者。建議將來
草擬義工家長通告時，必須登記提供實際義工服務的家長全名。如果
今年要安排嘉許所有聯絡員及義工家長，估計籌辦需時。過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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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頒發圖書館義工家長的嘉許狀，但並不包括聯絡員。
由於是次活動，部分義工家長遲到，以致活動延遲 25 分鐘才開始，令
是次茶聚的分享時間縮短。麥德祥副校長提議來年可以把小食及飲料
安排於一間活動室，而另一間活動室則只供聯絡員、活動義工家長及
圖書館義工家長分享及討論，安排或可更見效率。
李李賽紅女士指出，把聯絡員、活動義工家長及圖書館義工家長茶聚
與自由討論安排於同一天內舉行，雖然減少統籌時間，但需要反思是
否更見果效？來屆家教會執委再舉辦義工家長茶聚時應要參考是次活
動之經驗。
余秉洪先生提出應該每年都更新及覆閱聯絡員、活動義工家長及圖書
館義工家長的名單。倘要向他們表達謝意，建議在學期結束前舉行嘉
許日或義工家長感謝日等大型活動。
趙丘月華女士提出發問，希望家教會每年學期初能與現有的聯絡員、
活動義工家長及圖書館義工家長跟進，取得他們的意願，將繼續成為
聯絡員或義工家長。另外，我們亦需要釐定清楚由學校招募義工家長





或由家教會招募義工家長。
謝陳思穎女士建議由一個小組記錄和處理義工家長的名單，構建及管
理一個義工家長數據庫。當屆聯絡組委員負責編制義工家長名單，以
便家教會舉辦大型活動時，如燒烤旅行時，可安排義工幫忙。
由於家教會委員於 2017 年曾參與威爾斯醫院的義工工作，獲得良好的
反應。李李賽紅女士提出因以上的問題，可考慮在家教會增設「家長
義工小組」
，統籌在校內及校外的義工服務。經討論及同意後，成立了
有關小組，成員有余秉洪先生、陳曉輝先生、謝陳思穎女士及黃禮邦
先生。現有的圖書館義工家長及聯絡員不會自動納入成為「家長義工
小組」內的義工家長。

3. 家長自由談（2018 年 3 月 3 日）- 負責人：劉慶賢先生及全體委員
3.1 三組家長自由談的出席情況：
 中一：36人 (部分家長即場登記出席，沒預先報名。)
 中二至中三：33人 (部分已預先登記的家長缺席，亦有即場報名出席的家長。)
 中四至中六：27人 (部分已預先登記的家長缺席，亦有即場報名出席的家長。)
3.2 家長自由談的形式：
每組先由一位老師與家長分享特定主題，隨後由家教會執行委員及出席的
家長啟動自由談。中二至中三組別邀請兩位領袖學生出席，分享他們當時
所面對的各種困難，以及他們各自的解決方法，作為經驗分享。
3.3 對家長自由談的意見：

余秉洪先生收集部分中一至中三家長的意見（出席家長於自由談或事
後提出的意見），並整理成為兩版意見反映及跟進事項。由於篇幅較
長，各委員概括地討論有關事項，意見總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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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李李賽紅女士表示他與副主席劉慶賢先生細閱過整份意見反映及
跟進事項後，認為可以從三個方向處理。(1)家長對學校提出的意
見，交由學校跟進；(2)問題曾在自由談中提出過而委員們已經作
答，但仍然出現在上述意見反映，會視為當天委員們未能作答的問
題去處理，會照往常做法，請學校提供答案，並把問與答刊登在會
訊內；(3)家長就自由談舉辦的模式及內容提出的意見，家教會可作
檢討。
o 余秉洪先生表示有家長反映意見，家長自由談的通告設預先登記問
題，但在自由談中卻沒有回答家長來信的環節，建議如不設此答問
部分，就不應預先收集問題。另外，有家長表示十分關注家長自由
談的形式，以及提及中一組別沒有足夠的時間進行自由發問及討
論。
o 李李賽紅女士回應今年在中一及中二與中三組確實沒有在自由談
時段逐一回覆家長在電子通告預先提出的問題，原因有三，(1)過往
家長自由談曾以解答家長來信形式逐一回覆家長的問題，但有家長
表示此形式很沉悶，亦減少了他們的分享時間。(2)上述兩組的家長
都有很多分享，沒有太多真空時間。(3)提出問題的家長如當天有出
席，理應也會在現場提出其問題，我們定必作答。反之，解答沒有
出席的家長提問似乎作用不大。
o 由於自由談是不設框架自由發問，出席的執委趙丘月華女士認為是
次活動的內容比較集中討論手機成癮，以及中二至中三組別特別關
注選修學科的情況，使自由談的內容未能覆蓋更多的議題．
o 謝陳思穎女士建議為家長自由談制定議程，分為 (1)老師分享(2) 回
答家長來信(3)家長自由談部分。
o 黃禮邦先生提議先確定家長自由談的目的，以便管理家長對活動的
期望，可分為三方面進行考慮及分流處理：(1)家長自由談的形式有
待改善的空間，來屆活動籌委可參考是次會議紀錄；(2) 家長在自
由談中提出的問題，並期盼學校作出正式的回答；(3) 家長沒有在
自由談中提出的問題，但透過其他渠道表達意見。他亦同意家長就
自由談舉辦的模式提出的意見需要檢討，並建議留待下次舉辦有關
活動時，由工作小組再作跟進。
o 鄭鈞傑校長解釋今年原有的中一迎新營因某些原因取消，家長少了
一個機會了解學校對中一適應的各種措施，所以來年及以後應該會
復辦，委員都一致支持。鄭校長亦同意按往常做法以家教會會訊回
答家長在是次自由談中的提問，以其他媒體回應家長的訴求，各委
員亦表贊同。
o 麥德祥副校長分享舉辦家長自由談的歷史，使家長之間對學生的某
些常見問題進行經驗分享。是次會議對家長自由談有全面的探討，
足以作為參考，並需要重新審視活動，以配合家長的合理期望。
o 楊寶坤校董聽取各委員的意見及了解中一家長的適應問題後，提議
中一家長可選擇在某日下課後的傍晚時段，進行另外一節的家長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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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及經驗分享。如個別家長仍有問題，學校可再安排單獨會面，以
免浪費其他家長的時間。
o 李李賽紅女士總結各委員的意見，除了按上述與劉慶賢先生就家長
提出的意見反映及跟進事項定下的三個處理方案外，亦同意需要審
視家長自由談，並探討是否舉辦其他類型的活動，如座談會等，去
協助家長解決問題。對於中一家長如何適應從小學過渡中學的情
況，學校將研究及諮詢在學期餘下數個月的時間內，舉辦家長輔導
講座的可行性，以教導家長適應兒子的成長。
[會後備忘：學校了解及明白今年中一家長的關注，透過與主席李李賽紅女士多
次商討後，於 2018 年 5 月 11 日特別舉辦一場中一家長晚會。]
(四) 討論及跟進事項
1. 敬師日(2018 年 3 月 13 日)
 負責人：梅威倫先生、陳曉輝先生、陳國威先生及張翠儀女士。
 小組商討了以川貝陳皮檸膏及由英華書院舊生陳傑文先生贊助的亞麻
籽油丸作為家教會代表所有家長於師敬日致送給老師的禮物，以表謝
意。禮物將於3月13日早會時致送。
 麥德祥副校長通知各委員，早會於早上8:15開始，委員需於8:10抵達紐
寶璐禮堂門口。如只出席禮物送贈環節，請於早上8:45到達禮堂。鄭鈞
傑校長將代表全體老師接受敬師日禮物。
2. 世界閱讀日（2018年4月23日）
 負責人：劉永樂先生及陳曉輝先生。
 龔倩玉老師匯報共六位同學獲書簽設計比賽獎，得獎作品將印製成書簽
派發給同學。



學校美術部已完成評審工作，展覽正安排中。
有關圖書館主辦的比賽，中一年級之頒獎已經完成，中二年級的頒獎亦
已安排中。



關於借閱量的獎項得主，將於 5 月揭曉。

3. 與社工合辦親子活動－親子同樂日(Bubble Football) （2018 年 4 月 14 日）
 負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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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永樂先生報告關於 Bubble Football 的兩個報價。各委員贊同報價
(1)，即由下午 2 時至 5 時，三小時的活動，最少 30 人參加，不設


賽後檢討。
關於組隊安排，同意由參加者自行組隊，進行比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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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秉洪先生、陳鴻達先生及尹
露成先生。
 講座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總主任盧松標先生主講。


親子平衡小組：社工劉麗虹女士將於 4 月 13 日 27 日安排工作坊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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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而 4 月 13 日及 5 月 2 日則安排工作坊予學生，共八對父母
及學生參加是次親子工作坊。
5. 家教會交流團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5 日)
 負責人－林馮翠明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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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馮翠明女士匯報今年家教會交流團將前往韓國濟州島，主題是文化地
理考察交流，由遨遊國際交流中心負責安排旅行社服務。經中四組別及
初中組別兩輪面試後，34 名學生已被挑選參加是次遊學團。
 遊學團小組將安排兩個行程前的工作坊，分別於 4 月 14 日及 5 月 5 日
舉行。
6. 六月號家教會會訊
 負責人：李李賽紅女士及林馮翠明女士。
 六月號家教會會訊的內容大綱現正草擬中，將稍後通知各委員。有些活
動的負責委員，或需要撰寫文章及照片說明，詳情稍後通知。
(五) 其他事項
1. 「環保校褸著」計劃
 計劃由黃禮邦先生建議，以支持環保及資源再用。由於襯衫和褲子可重複
再用的情況較少，故提議只回收校褸。籌備小組負責構思有關詳情，包括
收集時間及定價（建議如有盈餘，將捐贈予英華書院）。
 由於中六畢業生需要穿著整齊校服（包括校褸）參加於十一月舉行的罼業
禮，李李賽紅女士建議中六年級的同學可於年底（十二月）捐出校褸，而
其他級別的學生則於夏季時捐出校褸。建議收集及銷售的時間表大致如下:
收集時段:
整理包裝:
銷售時間:

五月至七月(暑假)
暑假
家長日 (只供中二至中六學生)
暑假 (中一新生)
 各委員贊成成立「環保校褸著」小組，負責統籌是次活動。小組成員：李
李賽紅女士、黃禮邦先生、劉慶賢先生及余秉洪先生。
2. 飯堂管理委員會：
 負責人－劉永樂先生及余秉洪先生。
 根據最新的問卷調查，68%學生滿意現時學校飯堂的表現。
 改善的地方：健康飲食，減少煎炸食物；在一樓設飯盒專賣，疏導午飯時
段的人流。
 飯堂標書的面試將安排於4月28日舉行，三名委員包括劉永樂先生、余秉洪
先生及劉慶賢先生將出席是次面試，審閱標書內容。
3. 會議結束時間：下午六時零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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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下次會議日期
2018 年 5 月 12 日下午二時十五分。

秘書：╴╴╴╴╴╴╴
林馮翠明女士

主席：╴╴╴╴╴╴╴
李李賽紅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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