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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年，家長教師會順利完成多個不同的活動，成效及口碑均得到一致好評，實有賴去年的委員

會努力及付出，令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的會務蒸蒸日上。而活動參加者的人數亦不斷增加，其中周年聚

餐及春季旅行，更有多達二百多人出席，面對如斯的大型活動，實有賴眾義工們的協助及全情投入，令

活動能順利推行。而在去年的活動中，最令我感到高興的是各人不計較的付出，為做好活動而攪盡腦汁，

完全發揮出無懈可擊的團隊精神，令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成為真真正正的一個大家庭。 

新一屆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順利誕生，並於周年大會上，在各會員的見證及祝福下就

任。新上任的委員會人才濟濟，相信在未來一年定會秉承前人的努力及付出，迎接不同的挑戰，與英皇

書院家長教師會一同成長、再創佳績。 

第十五屆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主席 

蘇黎蕙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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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委員 

                          徐永德  &  高余新文 

2007年 7 月 14日 

聯校培訓課程已經辦了好幾年。今

年來一個革新：新拍擋‐‐‐‐‐‐聖保羅

書院；新形式‐‐‐‐‐‐‐一日完成，上午

做一個專題，下午另一個專題。中

午所有出席的家長在一起吃自助

午餐、玩遊戲，讓大家有更多的溝

通和認識，同時了解其他學校的情

況。這安排較以前分別數個周末下

午進行來得方便，以減少家長們多

次的交通和安排。但當然亦要求參

加的家長們整天地投入。 

 

通告發佈之後，報名很踴躍，兩間

學校都超額。反映家長們對這新形

式有一定程度的接受，令我們聯校

籌備小組十分鼓舞。更令我們欣喜

的是得到两間協辦學校校長的大

力支持，聖保羅書院借出禮堂和活

動室。兩校校長亦出席致開幕辭，

勉勵家長們的參與。英皇書院的關

副校長也到場支持，並和大家一起

吃午餐、玩遊戲，氣氛十分融洽。 

 

上午，我們請來香港大學臨床心理

學家、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曾潔文博士 主講 「如何幫助子女培育或發展人生目標」。下午的講題 是：「如

何幫助子女增強自信心及自我控制能力」，主講者是專業於輔導工作、情緒管理的林煒舜先生。  在聽完

講者的專業講解後，與會者便分成小組圍圈討論。目的是要每一位出席的家長都有機會發表意見，將自

已的見解或個案分享。期間大家都踴躍發言，積極提問，兩位講者也給予適當的指導。最後各小組總結

 和匯報，反映大家都掌握到講座的內容，得益不少。 

 
課程完結了，大家還不捨得離去，許多家長圍著講者請教。 出席的家長很滿意課程內容及形式，深感有

所得益，相信有助日後家長們了解子女的成長，與孩子們的溝通和相處更加融洽。因此家長們都希望 PTA 

繼續舉辦類似課程。 

 



 
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 

第十五屆常務委員會職位如下 
 
 
 
 
 

教育基金管理委員會委員 

家長委員                   職位 

黃偉青                 主席 

陳家傑              副主席 

莫志超                 司庫

黃莊瑋文               秘書

蘇黎蕙芳、汪建生、張世民    委員

職位 家長委員 校方委員   

主席  蘇黎蕙芳  

副主席  張世民  何汝淳校長

秘書  黃莊瑋文 顏承文老師 

司庫  黃偉青   陳家傑  

聯絡  吳啟心   汪建生 麥婉婷老師 

宣傳及會訊編輯 歐英麟 黃海榮老師 

總務   莫志超 陳國傑老師 

委員  關張就雲 

増選委員 :  李偉儀、湯敏、張玉華、吳士嬌 
顧    問 :  譚顯偉、徐永德、張國柱、鄭許業英、高余新文 

 
 
        

  

 

 

家教會是一個群體組織。各委員需要群策

群力，各盡所能，互相幫助，才能合作愉

快。雖然，各委員已分配相應職位，但在

籌備活動時，各項目主委亦需要其他委員

提供意見或協助工作等。因此，當委員間

有不同意見或無暇參與時，其他委員，需

要主動提出協助，解決分歧或共同分擔工

作。所謂對與錯，多與少，不易分清。委

員需要以廣闊的胸襟，才能發揮團隊精神。  
張世民 < 副會長 >

 本人參加家教會工作，因要同時兼顧家庭、

患病家人和秘書職務，十分忙碌。但有幸與

資歷甚高的主席和委員一　起工作，從學習

中增加自信，提高溝通能力和廣闊思維，亦

教育下一代「助人自助」的理念，獲益良多。

       黃莊瑋文 < 秘書 >

當小兒踏入英皇校園時，本人便開始參與「家教會」

的義工隊，在服務期間不僅能瞭解兒子在校園的生

活點滴，亦能陪伴他一起成長。轉眼間，小兒已經

是中七學生，而自己亦從義工、委員以至成為家教

會的主席，每段過程都是開心且充滿驚喜，當中更

有一群熱心的家長在旁提點及支持鼓勵，在此衷心

的感謝他們。 
回顧過去多年，發現家長們對本會無私的付出，以

及熱誠的服務，正正是一個很簡單的信念，就是為

學生們的福祉出發，創造更佳的學習環境，並從過

程中陪伴他們一起成長，這一切就是父母親對子女

的 - 愛。 
中七甲 蘇裕天家長 蘇黎蕙芳

很高興能被選為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委

員；身為英皇書院舊生，對母校有一份特別

的感情，希望可以藉此服務母校，加強學生

家長及校方的溝通，幫助籌備家長教師會為

家長與同學舉辦的活動；當了委員兩個多

月，對會務逐漸了解，雖然不能避免地耗費

了一些私人的時間，但總是覺得是值得的，

因為可以認識到社會各界的朋友及英皇書

院的學長學弟，是一個十分好的經驗。   

PTA 委員 莫志超



 

 

 

 

 
作品名稱: 冬郊遊 
參賽者姓名: 李蘇珠(2E 班 張穎樂) 
短文:  
溫暖冬日 把臂同遊 相扶相依 共渡搖橋 
此情此景 溫馨寫意 美好人生 莫過如此 

作品名稱: 屢敗屢試 終於成功 
參賽者姓名: 2A 班 潘潤禧 
短文: 
在英皇書院家長教師會 2007 年聖誕旅行中，妹妹

在繩網陣大顯身手，更能穏當地站在木柱上，我 
頓時拍下精彩的一刻，讓大家分享是項活動的樂

趣。 

 

 
作品名稱: 香港科學園 
參賽者姓名: Veronica Ko 
短文: 
英皇家教會，冬遊到大埔。 
師生同學習，認識新科技。 
創先進科技，做時代尖兵。 

 

冠軍 

亞軍 

季軍 

作品名稱: 碩果纍纍 
參賽者姓名: Angelina Yu 
短文: 
家教親子遊大棠 
喜見碩果掛滿樹 
恰似英皇無花仔 
春風化雨勤栽培 
茁壯長成棟樑材 

 

殿軍

 



   
                                                                                                   <Joey Yan> 
12 月 23 日  晴天(偶有微雨)     
今天有幸能參與家長教師會的冬季旅行，一大清早便相約展楠及其母一同早餐，然後準時到達中環大會

堂，充當一個少有的位置----參加者。整天的過

程，都值得我去記下： 
 

最記得的是科學園的「星巴克咖啡」，早上有一

杯咖啡，真的令人為之一振； 
最特別的是參觀了河上鄉的祠堂，還有一份少

少的紀念品留念； 
最回味的是上水荳腐廠的滑荳腐、咖喱魚蛋，

以及獨特的捉蒼蠅方法； 
最開心的是見到家長與子女一同玩樂，樂也融

融的歡笑聲； 
最悠閒的是可以坐在綠油油的草地上，感受大

自然的氣息； 
最難得的是見到校長親自教授誌謙正確的拿筷

子方法，用心、溫柔且有耐性的逐步教授； 
最難忘的是見到一眾籌委忙碌預備每一個細

節，而自己可以安樂的充當參加者； 
最高興的是與校長及老師等同枱午餐，整個過

程笑聲無間斷，見到校長風趣、輕鬆的一面； 
最感動的是校長於午餐時，不斷將餸菜夾往所

有  人的碗中，令我們的一席是吃得最乾淨的； 
最興奮的是可以與校長、主席、麥老師、幾位

家長及學生有說有笑的談天說地，一同暢遊小瀑

布。 
 
充當了一整天的參加者之後，發現自己有些樂而

忘返，悠悠閒閒的一天，卻原來已參觀了很多的地方，真的要謝謝籌委們的安排。亦見到校長、主席、

老師與各家長及學生能打成一遍，有說有笑的渡過一天，實是難能可貴呢﹗ 

 
 
 
 

為了讓家長清楚學校每年的老師調動，本會特別刊登了有關資料以作介紹。我們在這裡對離職的老師表

示衷心的謝意，感謝他們歷年作出無私貢獻，盡心教導了我們的子女。我們亦歡迎新到任的老師，祝願

他們在英皇書院工作愉快，並在未來的教育工作中，實現老師及家長心中共同的教育目標。 

 離校老師 到任老師 
中文及中國歷史 黃美賢 顏承文 
英文科 姚蕙欣 柯振華 
數學科 謝偉文，勞健明 黃海榮，林煒菁 
體育科 何宗遠 楊進寧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及內容 負責老師 

2007 年 11 月 9 日 周年大會及周年聚餐 

-上環富臨漁港酒家 

-認可新一屆委員 

-家長老師同學交流 

關張就雲，黃海榮

麥婉婷，顏承文 

 

2007 年 11 月 13 日 義工大會 
-本校禮堂 

-招募義工，簡介工作內容 
麥婉婷 

2007 年 12 月 23 日 冬季旅行 
-香港科學園、大棠荔枝山莊 

-認識新科技，增進親子感情 

陳國傑 

顏承文 

2007 年 11 份至 

2008 年 3 月份 
中二歷奇計劃(BOB) 

-歷奇營，自信訓練班，義工 

服務訓練與實踐，家長聯繫 

及親子相處技巧。 

陳俊傑，麥婉婷 

顏承文，司徒振邦

2008 年 1 月、4 月份 家長專題講座 
-本校演講廳 

-保健常識(由專科醫生主講) 

麥婉婷 

顏承文 

2008 年 3 月 8 日 家長、校友、師生同樂日 
-遊戲、球類競技比賽 

(本校禮堂、操場) 

李玉鳳，陳國傑 

陳俊傑 

 

2008 年 4 月份 
家長培訓電腦班 (兩次) 

-由同學當小導師，教家長學習

電腦應用。 

(本校電腦室) 

黃海榮 

中一至中三考察團  -到內地參觀、交流 待定 

聯校家長培訓課程日營 -與聖保羅書院合辦 陳國傑，顏承文 

會訊編輯及 

網址更新工作 

-出版會訊二期 

-將會務資訊上載網頁 
黃海榮 

高年級活動(join school) -待定 關張就雲 

新一屆會員招募 

及競選安排 

-招募會員 

-邀請家長參選常務委員 

關張就雲 

2008 年 7 月 

SMC 家長代表選舉 
-選舉一位家長代表出席學校 

管理委員會 

關張就雲 

 

 
 

   編輯組 < 歐英麟 、 高余新文 、 鄭許業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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